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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研究背景  

 

I.1. 引言 

I.1.1. 九龙城区乃香港的旧区之一，区内楼龄达五十年或以上的楼宇约占全港数量的四分之一。有见

九龙城区的楼宇老化及失修问题日益严重，实有市区更新的需要，故此，政府于 2011 年 6 月成

立九龙城市区更新地区咨询平台 (下称「九龙城咨询平台」)。九龙城咨询平台本着「以人为先，

地区为本，与民共议」的工作方针，致力探讨区内各界对市区重建、复修、保育及活化的诉求，

并揉合专业意见，向政府提出九龙城市区更新蓝图。九龙城咨询平台委托顾问团队，于 2012 年

5 月开展九龙城市区更新计划规划研究 (规划研究)、社会影响评估及公众参与活动。 

I.1.2. 本文件旨在汇报第一阶段社会影响评估的工作及研究结果，并按研究所得提出纾缓措施的探索

方向。 

 

I.2. 社会影响评估整体目标 

I.2.1. 九龙城市区更新计划社会影响评估旨在评估规划研究顾问所建议的市区更新计划对社区造成的

影响，并提出纾缓建议。社会影响评估研究与规划研究及两个阶段的公众参与活动并行，透过

各方的互动，协助规划研究顾问制定九龙城市区更新计划。 

(a) 就九龙城市区更新地区咨询平台通过的九龙城市区更新初步方案，为受影响地区制作社区

概览，以了解区内的社会资本概况； 

(b) 评估九龙城市区更新初步方案对社区造成的民生影响。除了社会影响评估顾问的社区调查

外，第一阶段的公众参与活动将有助辨别可能会受影响的持份者，及了解他们对社会影响

的意见； 

(c) 向公众参与顾问提供社会影响相关资料，以协助他们设计第一及第二阶段的公众参与策略，

并参加公众参与顾问举办的活动。公众参与活动将有助辨别受影响的持份者，及了解他们

如何解构九龙城市区更新初步方案及更新计划初稿对民生的影响； 

(d) 从社区调查及公众参与活动(以上的 b 和 c 项)所得的资料，剖析九龙城市区更新初步方案

的社会影响，包括其性质、重要性及幅度。这些结果将成为规划研究顾问制定九龙城市区

更新计划初稿的参考资料，以于第二阶段的公众参与作咨询； 

(e) 就市区更新计划初稿的潜在社会影响，提出纾缓建议； 

(f) 规划研究顾问将汲取第二阶段公众参与活动所得的意见，修订九龙城市区更新计划。社会

影响评估顾问须利用这修订计划更新社会影响评估结果。同时，社会影响评估顾问亦须提

出进一步的纾缓建议，协助规划研究顾问订定市区更新计划建议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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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 第一阶段社会影响评估 

I.3.1. 社会影响评估的资料搜集循着由阔而窄的向度，分两个阶段进行 (见图 I. 1)。第一阶段的评估

先将全港及九龙城整区的人口统计数字与受九龙城市区更新初步方案影响的区域作比较，以了

解区内民生状况；然后利用持份者面谈访问/咨询、小区实地考察及问卷调查探讨方案对小区居

民和商户造成的影响。第二阶段的研究从小区评估再深入至重点组群的分析，以聚焦小组的方

法评估九龙城市区更新计划初稿对他们的影响。与此同时，与公众参与顾问及规划团队的互动，

将为研究提供实用及具参考价值的资料。 

 

图  I. 1   社会影响评估研究的资料搜集方法  

 

 

I.3.2. 第一阶段社会影响评估由两部分组成：(1)社区概览和 (2)社会影响评估问卷调查。开展时间为

2012 年 5 月中旬至 2012 年 12 月中旬。制作社区概览的目的在于剖析受九龙城市区更新初步方

案影响地区的民生状况及收集区内持份者对初步方案的意见，而问卷调查的用处则在于评估九

龙城市区更新初步方案为受影响小区带来的直接、间接、长期、中短期、正面及负面的社会影

响。 

I.3.3. 社会影响评估顾问已经将第一阶段社会影响评估的初步分析整理为技术性支援文件，并于 2012

年 11 月呈交秘书处，供规划研究顾问于制定九龙城市区更新计划初稿时作参考。同时，顾问亦

会就规划研究顾问提供的资料，为九龙城市区更新计划初稿提供进一步的社会影响评估分析，

以优化该拟稿。 

 

  

社區專探 ： 

重點訪問較受更新計劃影響的群組 

社會影響評估問卷調查： 

深入受更新計劃建議影響的小區作調查 

社區概覽 ： 

分析受初步更新方案影響地區的民生狀況 (社會資本) 

第一阶段评估 

第二阶段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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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4. 研究范围的分区方法 

I.4.1. 第一阶段社会影响评估按九龙城市区更新初步方案，先以更新工程的类型将九龙城区划分为四

类型区域：建议重建优先范围 (R1)、建议复修及活化优先范围 (R2)、建议重建及复修混合范围 

(R3) 和 活化商贸范围 (RB)；然后再按地域分界划出九个小区 (见表 I. 1 及图 I. 2)。 

表  I. 1   研究范围：受九龙城市区更新初步方案受影响的区域类型及其小区  

区域类型 受影响小区 

(R1) 「建议重建优先范围」  (R1A) 土瓜湾五街及十三街一带  

(R1B) 土瓜湾九龙城道与落山道一带  

(R1C) 土瓜湾环字八街/ 银汉街/ 崇安街一带  

(R2) 「建议复修及活化优先范围」  (R2A) 龙塘衙前围道一带  

(R2B) 红磡温思劳街/ 机利士南路一带  

(R3) 「建议重建及复修混合范围」  (R3A) 土瓜湾银汉街/ 上乡道/ 贵州街/ 旭日街一带  

(R3B) 红磡庇利街/ 春田街/ 崇安街一带  

(R3C) 红磡黄埔街/ 宝其利街/ 芜湖街一带  

(RB) 「建议活化商贸范围」 (RB) 红磡鹤园街/鹤园东街/ 民裕街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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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 2   研究范围  (九龙城市区更新初步方案受影响的地区 ) 

 

R2A 

R1A 

R1B 

R3A 

R2B 

R3C 

R1C 

R3B 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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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社区概览 

II.1. 研究目标 

II.1.1. 社区概览旨在剖析受九龙城市区更新初步方案影响地区的民生状况及收集区内持份者对初步方

案的意见，并从探讨社区及团体结构、个人及家庭影响和环境及文化资源等社区层面，辨别受

影响的群体及更新初步方案对其影响。   

II.1.2. 根据新的《市区重建策略》，社区概览须要就以下八个民生状况范畴作出分析： 

a) 受影响范围的人口特征 

b) 该区的社会经济特点 

c) 该区的居住环境 

d) 该区经济活动的特点，包括小商铺及街头摊档等    

e) 该区的人口挤迫程度 

f) 该区设有的康乐、社区和福利设施 

g) 该区的历史背景 

h) 该区的文化和地方特色    

 

II.2. 研究方法： 

II.2.1. 社区概览以量性及质性并用的方法作资料搜集。量性的研究有人口统计分析，质性的有持份者

面谈访问/咨询及小区实地考察 (见图 II. 1)。 

 

图  II. 1  社区概览的资料搜集方法  

                

 
II.2.2. 顾问利用 2011 人口普查资料分析受初步方案影响地区的居民人口特征、社会经济特点、居住环

境及人口挤迫程度。面谈访问/咨询及小区实地考察则整理区内持份者对九龙城市区更新的诉求

及对更新初步方案的意见。研究的对象包括受影响地区的居民 (包括少数族裔)、土瓜湾区的汽

车维修业、龙城区的食肆、红磡区的珠宝业及殡仪相关行业。 

  

人口統計 
分析   

持份者面

談訪問/

諮詢   

小區實地

考察  

社區
概覽  

量性研究 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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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 人口统计分析 

II.3.1. 资料搜集及整理 

II.3.1.1. 顾问藉秘书处的协助，从统计处取得 2011 年人口普查的大街区资料，用以分析居民的人口特征、

社会经济情况、居住环境及人口挤迫程度。 

II.3.1.2. 由于部分大街区所涵盖的地方超出研究范围，所以，顾问须与秘书处协商，共同订定资料抽取

的准则。资料抽取的考虑因素包括小区的划分方法、住宅的分布及楼宇的高度等。 

II.3.1.3. 人口普查资料以两个层次作分析：(1)比较各受影响区域 (R1, R2, R3)、九龙城全区及全港的情况

及 (2)比较各受影响的小区 (R1A, R1B, R1C, R2A, R2B, R3A, R3B, R3C) (有关分区代号表请见

表 I.1)。第一层的分析是将建议重建优先范围 (R1)、建议复修及活化优先范围 (R2) 及 建议重

建及复修混合范围 (R3) 的数据与九龙城区及全港数据作比较，以辨别各受影响地区的特征。第

二层的分析是各小区 (R1A, R1B, R1C, R2A, R2B, R3A, R3B, R3C) 的比较。这些资料整理让政

策计划者、政策执行者及区内持份者对各小区需要有所掌握，为订定更新计划、排列更新优次、

制定纾缓措施及分配资源提供参考资料。 

 

II.3.2. 人口特征 

II.3.2.1. 顾问从年龄分布、住户数目及种族三方面去了解受研究范围的人口特征。由于弱势社群一般

拥有较少资源去解决困难，故此在市区更新的过程中，他们的抗逆力相对较低。为了辨别这

些较受影响群组的地域分布，顾问特别就区内的弱势社群，包括长者、儿童及青少年、新移

民及少数族裔作进一步分析。 

年龄分布 

图  II. 2   受影响区域  (R1，R2，R3) 的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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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I. 3   R1A, R1B, R1C 小区的年龄分布  

 

图  II. 4  R2A, R2B 小区的年龄分布  

 

图  II. 5   R3A, R3B, R3C 小区的年龄分布  

 

住户数目 

图  II. 6   各小区的住户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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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者 

表  II. 1   受影响区域  (R1，R2，R3) 、九龙城区及全香港的长者人口  

长者人口 R1 R2 R3  九龙城区 全香港 

60 岁或以上 
6,411 

(20.3) 

4,687 

(22.4) 

9,085 

(23.9) 
 

83,614 

(22.2) 

1,350,878 

(19.1) 

注：( )内的数字为百份比 

 
表  II. 2   小区的长者人口  

长者人口 R1A R1B R1C  R2A R2B  R3A R3B R3C 

60 岁或以上 
1,898 

(19.7) 

2,843 

(21.9) 

1,670 

(18.8) 
 

2,855 

(21.5) 

1,832 

(24.0) 
 

5,842 

(26.1) 

853 

(17.1) 

2,390 

(22.5) 

注：( )内的数字为百份比 

 

II.3.2.2. 长者人口1：(表 II. 1) 的数据显示，九龙城区及各受影响区域的长者比例均较全港高。在各受

影响区域中，以 R3 区域的老年人口比例最高，占 23.9% (较全港数字高出 4.8%) ，其次为 R2

区域 (较全港数字高 3.3%)。 

II.3.2.3. 长者人口：(表 II. 2) 就小区而言，老年人口比例最高为 R3A，达 26.1%；最低的为 R3B，其

老年人口占该区人口的 17.1%。 

 

表  II. 3   受影响区域  (R1，R2，R3)、九龙城区及全香港的独居长者住户数目和全长者住户数目  

长者住户 R1 R2 R3  九龙城区 全香港 

全长者住户数目 
1,585 1,164 2,028  16,887 276,562 

(13.8) (14.5) (15.3)  (13.6) (11.7) 

独居长者住户数目 
980 707 913  8,217 151,841 

(8.6) (8.8) (6.9)  (6.7) (6.4) 
注：( )内的数字为百份比; 全长者住户包括独居长者住户 

 

表  II. 4   小区独居长者住户数目和全长者住户数目  

长者住户 R1A R1B R1C  R2A R2B  R3A R3B R3C 

全长者住户数目 
486 651 448  659 505  1,341 165 522 

(14.4) (14.2) (12.8)  (13.5) (16.0)  (17.6) (9.9) (13.1) 

独居长者住户数目 
299 343 338  388 319  603 34 276 

(8.9) (7.5) (9.7)  (8.0) (10.1)  (7.9) (2.0) (6.9) 

注：( )内的数字为百份比; 全长者住户包括独居长者住户 

 

II.3.2.4. 长者住户：(表 II. 3) 受影响区域的全长者住户比例 (13.8% - 15.3%) 较九龙城区 (13.6%) 及

全港 (11.7%) 数字高，而当中更有 45.0% - 61.8% 为独居长者住户。比较各区的独居长者住

户于整体住户中的比例，最高的是 R2 (8.8%) ，其次为 R1 (8.6%)。 

II.3.2.5. 长者住户：(表 II. 4) 小区而言，全长者住户比例最高的是 R3A (17.6%)，独居长者住户比例最

高的是 R2B (10.1%)。 

                                                             
1本研究将长者的年龄定义为 60 岁或以上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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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及青少年 

表  II. 5   受影响区域  (R1，R2，R3) 、九龙城区及全香港的儿童及青少年人口分布  

儿童及青少年人口 R1 R2 R3  九龙城区 全香港 

14 岁或以下  
4315 2220 4254  43,468 823,560 

(13.7) (10.6) (11.2)  (11.5) (8.6) 

15 – 19 岁 
1792 1175 2284  20,809 423,693 

(5.7) (5.6) (6.0)  (5.5) (6.0) 

总数 
6107 3395 6538  64,277 1,247,253 

(19.4) (16.2) (17.2)  (17.0) (14.6) 
注：( )内的数字为百份比 

 

表  II. 6   小区的儿童及青少年人口分布  

儿童及青少年人口 R1A R1B R1C  R2A R2B  R3A R3B R3C 

14 岁或以下 
1,457 1,676 1,182  1,550 670  2,318 722 1,214 

(15.1) (12.9) (13.3)  (11.7) (8.8)  (10.3) (14.5) (11.4) 

15 – 19 岁 
550 799 443  788 387  1,414 335 535 

(5.7) (6.1) (5.0)  (5.9) (5.1)  (6.3) (6.7) (5.0) 

总数 
2,007 2,475 1,625  2,338 1,057  3,732 1,057 1,749 

(20.9) (19.1) (18.3)  (17.6) (13.9)  (16.6) (21.2) (16.4) 

注：( )内的数字为百份比 

 

II.3.2.6. 儿童及青少年2人口：(表 II. 5) 九龙城区及受影响区域的 19 岁或以下儿童及青少年比例较全

港的同龄人口比例高。比较各受影响区域，最高的是 R1 (19.4%，较全港比例高 4.8%) ，最低

的是 R2 (16.2%，较全港比例高 1.6%)。 

II.3.2.7. 儿童及青少年人口：(表 II. 6) 在小区当中，R3B 的儿童及青少年人口比例最高 (21.2%) ；最

低为 R2B (13.9%)。 

 

表  II. 7   受影响区域  (R1，R2，R3) 、九龙城区及全香港的儿童及青少年住户数目  

儿童及青少年住户 R1 R2 R3  九龙城区 全香港 

有一个或以上 6 岁以下儿

童住户数目 

1,481 684 1225  13,058 249,440 

(12.9) (8.5) (9.2)  (10.5) (10.5) 

有一个或以上 6 – 13 岁儿

童及青少年住户数目 

1,815 984 1828  16,249 316,195 

(15.8) (12.3) (13.8)  (13.1) (13.3) 

有一个或以上 6 – 18 岁儿

童及青少年住户数目 

2,901 1,798 3153  31,708 628,001 

(25.3) (22.4) (23.7)  (25.5) (26.5) 

注：( )内的数字为百份比 

 

  

                                                             
2 6 岁以下的儿童约处于幼儿期，6 – 14 岁儿童及青少年将为小学阶段，15 – 19 岁的人士将在中学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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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I. 8   小区的儿童及青少年住户数目  

儿童及青少年人口 R1A R1B R1C  R2A R2B  R3A R3B R3C 

有一个或以上 6 岁以

下儿童住户数目 

556 532 393  485 199  695 173 357 

(16.5) (11.6) (11.3)  (10.0) (6.3)  (9.1) (10.4) (8.9) 

有一个或以上 6 – 13

岁儿童及青少年住户

数目 

545 712 558  633 351  937 303 588 

(16.2) (15.5) (16.0)  (13.0) (11.2)  (12.3) (18.2) (-14.7) 

有一个或以上 6 – 18 

岁青少年住户数目 

818 1,233 850  1,180 618  1,738 521 894 

(24.3) (26.8) (24.4)  (24.3) (19.6)  (22.8) (31.3) (22.4) 

注：( )内的数字为百份比 

 

 

II.3.2.8. 儿童及青少年住户：(表 II. 7) 在受影响区域当中，以 R1 拥有最高的儿童及青少年住户数目比

例。当中有一个或以上 6 岁以下儿童(即「幼儿期」) 住户的百份比为 12.9，有一位或以上 6 - 

13 岁青少年 (即「小学时期」)为 15.8%，有一位或以上 6 – 18 岁青少年 (即中小学时期) 的

住户比例为 25.3% 。幼儿、小学和中小学时期成员住户比例最低的为 R2 区域。 

II.3.2.9. 儿童及青少年住户：(表 II. 8) 幼儿期成员的住户比例最高的小区是 R1A (16.5%)，而中小学时

期成员住户的比例最高的是 R3B (31.3%)。就各小区而言，R2B 的幼儿期成员住户的比例 

(6.3%)及中小学时期员住户的比例 (19.6%) 均为最低。 

 

新移民 

表  II. 9   受影响区域  (R1，R2，R3)、九龙城区及全香港的新移民人口分布  

新移民人口 R1 R2 R3  九龙城区 全香港 

内地来港定居未足 7 年

人士数目 

2066 

(6.6) 

816 

(3.9) 

1636 

(4.3) 
 

8,604 

(2.2) 

171,322 

(2.4) 

注：( )内的数字为百份比 

 

表  II. 10  小区的新移民人口分布  

新移民人口 R1A R1B R1C  R2A R2B  R3A R3B R3C 

内地来港定居未足 7 

年人士数目 

575 

(6.0) 

658 

(5.1) 

833 

(9.4) 
 

702 

(5.3) 

114 

(1.5) 
 

515 

(2.3) 

172 

(3.4) 

592 

(5.5) 

注：( )内的数字为百份比 

 

II.3.2.10. 新移民：(表 II. 9 & 表 II. 10) 在受影响区域中，R1(2066 人；6.6%) 的新移民人口最多，比例

又最高。在小区中，新移民人口最多、比例最高的地方是 R1C (833 人；9.4%)，最低的是 R2B 

(114 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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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族裔 

表  II. 11   受影响区域  (R1，R2，R3) 、九龙城区及全香港的少数族裔人口及住户数目  

少数族裔人口及住户 R1 R2 R3  九龙城区 全香港 

少数族裔人口 
2,023 1,894 1828  33,458 451,183 

(6.4) (9.1) (4.8)  (8.9) (6.4) 

少数族裔住户 
930 1,057 923  8,579 115,688 

(8.1) (13.2) (7.0)  (6.9) (4.9) 
注：( )内的数字为百份比 

 

表  II. 12   小区的少数族裔人口及住户数目  

少数族裔人口及住户 R1A R1B R1C  R2A R2B  R3A R3B R3C 

少数族裔人口 
456 910 657  1,056 838  877 134 817 

(4.7) (7.0) (7.4)  (7.9) (11.0)  (3.9) (3.3) (7.7) 

少数族裔住户数目 
235 346 349  689 368  481 131 311 

(7.0) (7.5) (10.0)  (14.2) (11.7)  (6.3) (7.9) (7.8) 

注：( )内的数字为百份比 

II.3.2.11. 少数族裔人口及住户：(表 II. 13) 九龙城区的少数族裔人口比例较全香港高 2.5%，占总人口

18.9%。受影响地区的少数族裔占人口和住户比例，由高至低依次为 R2 (9.1%, 13.2%) ，R1 

(6.4%, 8.1%) ，和 R3 (分别为 4.8%, 7.0%)。 

II.3.2.12. 少数族裔人口及住户：(表 II. 12) 在小区当中，少数族裔人口 (包括家庭佣工) 比例最高为 R2B 

(11.0%) ，而少数族裔住户比例最高的地方则为 R2A (14.2%) 。 

表  II. 13   受影响区域  (R1，R2，R3) 的少数族裔种族分布  

少数族裔人口分布 R1 R2 R3  九龙城区 全香港 

印尼人 
230 283 350  9,750 133,018 

(11.4) (14.9) (19.1)  (29.1) (29.5) 

菲律宾人 
361 617 584  12,233 133,377 

(17.8) (32.6) (31.9)  (36.6) (29.6) 

白人 
46 17 137  1,236 55,236 

(2.3) (0.9) (7.5)  (3.7) (12.2) 

印度人 
461 150 166  3,280 28,616 

(22.8) (7.9) (9.1)  (9.8) (6.3) 

巴基斯坦人 
603 88 217  1,212 16,518 

(29.8) (4.6) (11.9)  (3.6) (3.7) 

尼泊尔人 
29 0 14  154 12,580 

(1.4) (0) (0.8)  (0.5) (2.8) 

日本人 
0 94 81  2,312 11,213 

(0) (5.0) (4.4)  (6.9) (2.5) 

泰国人 
102 400 128  1,126 18,042 

(5.0) (21.1) (7.0)  (3.4) (4.0) 

其他 
190 247 151  2,155 42,583 

(9.4) (13) (8.3)  (6.5) (9.4) 

总计 2,023 1,894 1828  33,489 451,183 

注：( )内的数字为百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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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I. 14   小区的少数族裔种族分布  

 R1A R1B R1C 

 

R2A R2B 

 

R3A R3B R3C 

印尼人 
85 91 54 231 52 215 53 82 

(18.6) (10.0) (8.2) (21.8) (6.2) (24.6) (39.6) (10.0) 

菲律宾人 
31 245 85 165 452 160 55 369 

(6.8) (26.9) (12.9) (15.6) (53.9) (18.2) (41.0) (45.2) 

白人 
0 33 13 10 7 75 0 62 

(0) (3.6) (2.0) (0.9) (0.9) (8.6) (0) (7.6) 

印度人 
160 58 243 22 128 77 4 85 

(35.1) (6.4) (37.1) (2.1) (15.3) (8.8) (3.0) (10.4) 

巴基斯坦人 
115 335 153 88 0 217 0 0 

(25.2) (36.8) (23.3) (8.3) (0) (24.7) (0) (0) 

尼泊尔人 
0 29 0  0 0  14 0 0 

(0) (3.2) (0)  (0) (0)  (1.6) (0) (0) 

日本人 
0 0 0  0 94  30 0 51 

(0) (0) (0)  (0) (11.2)  (3.4) (0) (6.2) 

泰国人 
14 57 31  393 7  77 0 51 

(3.1) (6.3) (4.8)  (37.2) (0.8)  (8.8) (0) (6.2) 

其他亚洲人 
0 0 0  0 0  0 22 0 

(0) (0) (0)  (0) (0)  (0) (16.4) (0) 

其他 
51 62 77  148 99  12 0 117 

(11.2) (6.8) (11.7)  (14.0) (11.8)  (1.4) (0) (14.3) 

总计 456 910 657  1056 838  877 134 817 

注：( )内的数字为百份比 

 

II.3.2.13. 受市区更新影响较少的少数族裔：香港的外藉家庭佣工多为菲律宾藉及印尼藉，故两者在各

区域占较高百份比为正常现象。由于他们不须为自己安排住处，所以楼宇的重建及复修对他

们的影响不大。另外，本港的白人及日本人大都相对富裕，他们在处理市区更新所带来的问

题时，相信会有较多资源及选择，故相信他们应为受影响较少的一群。 

II.3.2.14. 较弱势的少数族裔：(表 II. 13) 撇除菲律宾人、印尼人、白人及日本人这四个受市区更新影响

较少的族裔，人口最多的三个族群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及泰国人。他们的人口比例在各受

影响的地区 (R1, R2, R3)中，都较全港比例为高。在 R1 中，最多的少数族裔依次为巴基斯坦

(29.8%)，印度(22.8%) 及泰国(5.0%) 。在 R2 中，泰国为最多的少数族裔(21.1%)，其次为印

度(7.9%) ；第三为巴基斯坦(4.6%) 。在 R3 的少数族裔人口中，由多至少依次为巴基斯坦

(11.9%)，印度 (9.1%) 和泰国(7.%) 。 

 

II.3.2.15. 较弱势的少数族裔：(表 II. 14) 比较印度、巴基斯坦及泰国这三个较受市区更新影响的族群，

印度人在 R1A, R1C, R2B 及 R3C 均是人口比例最高的族群，巴基斯坦人在 R1B 及 R3A 为人

口比例最高的族群，而泰国人则集中在 R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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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3. 社会经济特点 

II.3.3.1. 顾问从家庭及个人收入、教育程度及职业三方面了解研究范围的社会经济状况。 

家庭及个人收入 

表  II. 15   小区的平均住户每月收入、平均住户每人每月收入及低收入家庭数目  

家庭及个人收入 R1A R1B R1C  R2A R2B  R3A R3B R3C 

平均住户每月收入 

(HKD)  
17,919 18,798 18,068  20,552 20,165  20,391 23,813 18,964 

低收入家庭数目 
1,755 

(52.1) 

2,277 

(49.6) 

1,484 

(42.6) 
 

1,813 

(37.3) 

1,156 

(36.7) 
 

3,594 

(47.2) 

530 

(31.9) 

1,993 

(49.8) 
注：( )内的数字为百份比 

 

图  II. 7   受影响区域 R1 及其所属小分区的住户收入分布  

 

图  II. 8   受影响区域 R2 及其所属小分区的住户收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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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I. 9   受影响区域 R1 及其所属小分区的住户收入分布  

 

 

II.3.3.2. 家庭及个人收入：(表 II. 15) 在小区当中，R1C 的平均住户每月收入($20,069)最低。 

II.3.3.3. 低收入家庭：(表 II. 15) 在小区当中，低收入家庭比例最高的 5 个小区为 R1A (52.1%)、R3C 

(49.8%)、R1B (49.6%)、R3A (47.2%) 及 R1C (42.6%)。这些小区都约有一半的住户为低收入

家庭。 

 

图  II. 10   R1 小区平均每个家庭成员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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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I. 11   R2 小区的平均每个家庭成员收入  

 

 

图  II. 12   R3 小区的平均每个家庭成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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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 

表  II. 16    受影响区域  (R1，R2，R3) 、九龙城区及全香港的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 R1 R2 R3  九龙城区 全香港 

未受教育 / 学前教育 
1,553 1,573 2,705  36,523 714,470 

(5.7) (8.4) (8.0)  (9.7) (10.1) 

小学 
5,168 3,140 5,947  64,215 1,358,104 

(19) (16.8) (17.6)  (17.0) (19.2) 

初中 
6,232 3,816 6,856  58,708 1,288,468 

(22.9) (20.4) (20.3)  (15.6) (18.2) 

高中 / 预科 
9,278 5,676 10,669  107,194 2,007,503 

(34.1) (30.3) (31.6)  (28.4) (28.3) 

文凭 / 证书课程 
1,051 901 1,478  18,194 310,553 

(3.9) (4.8) (4.4)  (4.8) (4.4) 

副学位课程 
1,135 954 1,356  13,560 270,695 

(4.2) (5.1) (4.0)  (3.6) (3.8) 

学位课程或以上 
2,780 2,642 4,776  78,957 1,121,783 

(10.2) (14.1) (14.1)  (20.9) (15.9) 
注：( )内的数字为百份比 

 
表  II. 17   小区的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 R1A R1B R1C 

 

R2A R2B 

 

R3A R3B R3C 

未受教育 / 学前教育 
470 870 213 1,055 518 1,881 195 629 

(5.8) (7.7) (2.8) (9%) (7.4) (9.4) (4.6) (6.7) 

小学 
1,509 2,132 1,527 2,049 1,091 3,784 514 1649 

(18.5) (18.9) (19.8) (17.5) (15.7) (18.8) (12.1) (17.5) 

初中 
2,106 2,315 1,811  2,599 1,217  4,355 859 1642 

(25.8) (20.5) (23.5)  (22.1) (17.5)  (21.7) (20.1) (17.4) 

高中 / 预科 
2,684 4,019 2,575  3,623 2,053  6,228 1,650 2791 

(32.9) (35.5) (33.4)  (30.9) (29.5)  (31.0) (38.7) (29.6) 

文凭 / 证书课程 
292 385 374  432 469  802 290 386 

(3.6) (3.4) (4.8)  (3.7) (6.7)  (4.0) (6.8) (4.1) 

副学位课程 
311 474 350  425 529  745 221 390 

(3.8) (4.2) (4.5)  (3.6) (7.6)  (3.7) (5.2) (4.1) 

学位课程或以上 
793 1,118 869  1,558 1,084  2,305 536 1,935 

(9.7) (9.9) (11.3)  (13.3) (15.6)  (11.5) (12.6) (20.5) 

注：( )内的数字为百份比 

 

II.3.3.4.  (表 II. 16) R1、R2 及 R3 的居民多拥有初中 (20.3%–22.9%) 及高中/预科程度 (30.3%–34.1%) 

的教育水平，其比例略较全港的为高，但拥有大学或以上学历的人口则在比例上较九龙城区

和全港低。 

II.3.3.5. (表 II. 17) 除了 R3C 有较高比例的学位课程或以上人口外，小区的教育程度分布大致与上述

R1, R2 及 R3 相近。这不同之处可能是由于 R3C 位近大学及港铁站，故较多大学生选择于此

区域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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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表  II. 18   受影响区域  (R1，R2，R3) 、九龙城区及全香港的职业分布  

职业3
 R1 R2 R3  九龙城区 全香港 

经理及行政级人员 
623 516 1090  27,076 359,717 

(4.2) (5.0) (6.1)  (14.4) (10.1) 

专业人员 
452 473 839  16,531 231,371 

(3.0) (4.5) (4.7)  (8.8) (6.5) 

辅助专业人员 
2,072 2,333 2932  39,334 694,603 

(13.9) (22.4) (16.5)  (21.0) (19.6) 

文书支援人员 
2,116 1,610 3128  24,379 552,199 

(14.2) (15.5) (17.6)  (13.0) (15.6) 

服务工作及销售人员 
3,751 2,094 4186  26,349 575,392 

(25.2) (20.1) (23.6)  (14.0) (16.2) 

工艺及有关人员 
1,621 882 1603  9,901 261,144 

(10.9) (8.5) (9.0)  (5.3) (7.4) 

机台及机器操作员及装配

员 

1,061 465 903  6,093 179,064 

(7.1) (4.5) (5.1)  (3.2) (5.0) 

非技术工人 
3,217 2,019 3049  37,923 690,908 

(21.6) (19.4) (17.2)  (20.2) (19.5) 

渔农业熟练工人及不能分

类的职业 

0 11 0  20 3,383 

(0) (0.1) (0)  (0.0) (0.1) 

注：( )内的数字为百份比 

 

 

 

 

                                                             
3 3职业类别： 

（I） 经理及行政级人员：包括政府的行政人员、专员及署／处长；领事；议员；工商界、进出口贸易、批发和零售业、饮食及旅

店业、运输、电力、燃气、水务业及其他服务、以及渔农业中的董事、执行总监、总裁、总经理、专职经理、分行经理及小

型机构经理。  

（II） 专业人员：包括合资格的专业科学家、医生、牙医及其他医疗专业人员；建筑师；测量师及工程师；时装设计家、珠宝设计

家、大学及专上学院的校长、院长、教职员及行政人员；中学校长及教师；统计师；数学家；电脑系统分析员及程式编写员；

律师及法官；会计师；商界顾问及分析员；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助理；翻译员及传译员；新闻编辑及新闻记者；作家；图

书馆管理员及宗教活动专业人员。  

（III） 辅助专业人员：包括科学技术员、护士及助产士、牙科助理及其他保健辅助专业人员；建筑、测量及工程技术员；光学及电

子仪器控制员；船只领航员及空中交通指挥员；小学及幼稚园／幼儿院校长及教师；统计助理；电脑操作员；法律文员；会

计督导员；公共关系主任；营业代表；室内设计家；屋村经理；警队及其他纪律部队的警司、督察及主任；艺人及运动员。  

（IV） 文书支援人员：包括速记员、秘书及打字员；簿记、金融、船务、存案及人事部文员；银行柜位员；接待员及查询文员。  

（V） 服务工作及销售人员：包括机舱服务员及导游；管家；厨师及侍应生；褓姆；理发师及美容师；出纳员及票务员；警队及其

他纪律部队的员佐级人员；运输指导员及其他服务工作人员；批发及零售商店推销员；店员及时装模特儿。  

（VI） 工艺及有关人员：包括矿工及采石工人；砌砖工人、木匠及其他建造业工人；金属模工；铁匠；机械、电器及电子仪器技工；

珠宝工人及手表制造工人；制陶工人；排字工人；面包师傅、食品及饮品处理工人；油漆工人；纺织、成衣、皮革、橡胶和

塑胶行业的工人及其他工艺工人。  

（VII） 机台及机器操作员及装配员：包括钻井工人及镗床操作员；矿熔炉操作员；砖及瓷砖烧窑工人；锯木厂锯工；造纸工人；化

学处理机台操作员；发电厂及锅炉操作员；石棉水泥产品制造工人；金属整理工人及电镀工人；牛奶制品及其他食品处理机

器操作员；印刷机操作员；生产纺织、橡胶及塑胶制品的机器操作员；装配员；司机；海员及其他工厂及机器操作员。  

（VIII） 非技术工人：包括小贩；家务助理及清洁工人；信差；私人护卫员；看更；货运工人；电梯操作员；建造业杂工；包装工人；

厨师助手；渔农业杂工。  

（IX） 渔农业熟练工人及不能分类的职业：包括农夫、畜牧业工人及渔夫、及报称的职业不能分类或描述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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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I. 19   小区的职业分布  

职业 R1A R1B R1C 

 

R2A R2B 

 

R3A R3B R3C 

经理及行政级人员 
221 210 192 368 148 495 177 418 

(4.7) (3.4) (4.7) (5.7) (3.8) (4.7) (7.1) (8.7) 

专业人员 
131 180 141 324 149 422 118 299 

(2.8) (2.9) (3.5) (5.0) (3.8) (4.0) (4.7) (6.2) 

辅助专业人员 
607 881 584  1,173 1,160  1,569 546 817 

(13.0) (14.2) (14.4)  (18.0) (29.8)  (15.1) (21.8) (17.0) 

文书支援人员 
566 1,069 481  1,084 526  1,690 595 843 

(12.1) (17.2) (11.9)  (16.7) (13.5)  (16.2) (23.7) (17.6) 

服务工作及销售人员 
1,130 1,566 1,055  1,190 904  2,684 352 1150 

(24.2) (25.3) (26.1)  (18.3) (23.2)  (25.8) (14.0) (23.9) 

工艺及有关人员 
590 582 449  638 244  996 245 362 

(12.7) (9.4) (11.1)  (9.8) (6.3)  (9.6) (9.8) (7.5) 

机台及机器操作员及

装配员 

514 396 151  285 180  729 104 70 

(11.0) (6.4) (3.7)  (4.4) (4.6)  (7.0) (4.2) (1.5) 

非技术工人 
906 1,315 996  1,443 576  1,835 369 845 

(19.4) (21.2) (24.6)  (22.2) (14.8)  (17.6) (14.7) (17.6) 

渔农业熟练工人及不

能分类的职业 

0 0 0  0 11  0 0 0 

(0) (0) (0)  (0) (0.3)  (0) (0) (0) 

总计 4665 6199 4049  6504 3898  10418 2506 4805 

注：( )内的数字为百份比 

 

II.3.3.6. (表 II. 18) 在 R1 (24.5) 及 R3 (23.4)居民中，最多的是服务工作及销售人员，而 R2 则以辅助

专业人员最多 (22.4%)。 

II.3.3.7. (表 II. 18)与全港的职业分布比较，受研究范围的居民较多从事服务及技术性行业，较少为高

级或专业人员，例如全港的经理及行政级人员比例(10.1%) 较 R1、R2 及 R3 的同类型职业高

出约一倍。这就业的分布可能与教育程度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由于 R1、R2 及 R3 的居民多

只拥有中学程度的学历，故他们的就业选择及晋升机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II.3.3.8. (表 II. 19) 小区的职业分布与 R1、R2 及 R3 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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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4. 居住环境 

房屋类型 

表  II. 20   受影响区域  (R1，R2，R3) 、九龙城区及全香港的房屋类型  

房屋类型 R1 R2 R3  九龙城区 全香港 

公营租住房屋/ 

资助自置居所房屋 

0 0 0  22,727 1,098,507 

(0) (0) (0)  (18.3) (46.3) 

私人永久性房屋 
11,142 7,959 13,189  100,846 1,242,982 

(97.3) (99.4) (99.3)  (81.1) (52.5) 

非住宅用房屋 
0 50 70  278 8,396 

(0) (0.6) (0.5)  (0.2) (0.4) 

临时房屋4 
309 2 20  367 18,911 

(2.7) (0) (0.1)  (0.3) (0.8) 

总计 11,452 8,011 13,279  124,218 2,368,796 

注：( )内的数字为百份比  

 

表  II. 21   小区的房屋类型  

房屋类型 R1A R1B R1C 

 

R2A R2B 

 

R3A R3B R3C 

公营租住房屋/ 

资助自置居所房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私人永久性房屋 
3,104 4,573 3,465  4,818 3,141  7,598 1,655 3,936 

(92.1) (99.5) (99.4)  (99.0) (99.8)  (99.7) (99.5) (98.4) 

非住宅用房屋 
0 0 0  45 5  6 0 64 

(0) (0) (0)  (0.9) (0.2)  (0.1) (0) (1.6) 

临时房屋 
267 21 21  1 1  12 8 0 

(7.9) (0.5) (0.6)  (0) (0)  (0.2) (0.5) (0) 

总计 3,371 4,594 3,487  4,864 3,147  7,616 1,663 4,000 

注：( )内的数字为百份比 

 

II.3.4.1. 房屋类型：(表 II. 20 & 表 II. 21)研究范围内，几近全部 (97.% - 99.4%) 都是私人永久性房屋。 

居所租住权 

表  II. 22   受影响区域  (R1，R2，R3) 、九龙城区及全香港的居所租住权  

居所租住权 R1 R2 R3  九龙城区 全香港 

自置 - 有按揭或贷款 
618 704 1,847  23,346 492,261 

(5.4) (8.8) (13.9)  (18.8) (20.8) 

自置 - 没有按揭或贷款 
5,618 3,832 6,927  40,028 741,334 

(49.1) (47.8) (52.2)  (32.2) (31.3) 

全租 
4,404 2,932 3,781  46,809 1,039,380 

(38.5) (36.6) (28.5)  (37.7) (43.9) 

                                                             
4临时房屋单位：包括公营临时房屋如中转房屋和私人临时房屋如天台建筑物、建筑地盘的棚屋、半圆形活动营房、木屋及非

作住宅用途的地方 (例如梯台、楼梯、走廊等) 。船艇亦属此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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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所租住权 R1 R2 R3  九龙城区 全香港 

合租 / 二房东 / 三房东 
382 198 189  933 11,491 

(3.3) (2.5) (1.4)  (0.8) (0.5) 

免交租金 
406 339 534  3,328 46,781 

(3.5) (4.2) (4.0)  (2.7) (2.0) 

由雇主提供 
24 7 0  1,774 37,115 

(0.2) (0.1) (0)  (1.4) (1.6) 

总计 11,452 8,012 13,278  124,218 2,368,362 

注：( )内的数字为百份比 

 

表  II. 23   小区的居所租住权  

居所租住权 R1A R1B R1C 

 

R2A R2B 

 

R3A R3B R3C 

自置 - 有按揭或贷款 
131 385 102 299 405 1,089 328 430 

(3.9) (8.4) (2.9) (6.1) (12.9) (14.3) (19.7) (10.8) 

自置 - 没有按揭或贷

款 

1,782 2,227 1,609  2,267 1,565  4,125 872 1,930 

(52.9) (48.5) (46.1)  (46.6) (49.7)  (54.2) (52.4) (48.3) 

全租 
1,183 1,719 1,502  1,958 974  2,078 407 1,296 

(35.1) (37.4) (43.1)  (40.2) (30.9)  (27.3) (24.5) (32.4) 

合租 / 二房东 / 三

房东 

115 137 130  166 32  116 0 73 

(3.4) (3.0) (3.7)  (3.4) (1.0)  (1.5) (0) (1.8) 

免交租金 
155 107 144  168 171  208 56 270 

(4.6) (2.3) (4.1)  (3.4) (5.4)  (2.7) (3.4) (6.8) 

由雇主提供 
5 19 0  7 0  0 0 0 

(0.1) (0.4) (0)  (0.1) (0)  (0) (0) (0) 

总计 3,371 4,594 3,487  4,864 3,147  7,616 1,663 3,999 

注：( )内的数字为百份比 

 

II.3.4.2. 自置居所：(表 II. 22) 各受影响地区的住所超过一半都是自置物业 (54.5% - 66.1%)。自置 (有

按揭贷款) 比例明显比九龙城区域和全港的比例为低，但自置 (没有按揭贷款) 的比例却比九

龙城区和全港的为高。换言之，区内大部分的业主都已经完全拥有该物业。 

II.3.4.3. 租住居所：(表 II. 22) 研究范围内全租的比例介乎 28.5%与 38.5%之间，比九龙城 (37.7%) 和

全港的比例低 (43.9%)，但合租/ 二房东/ 三房东的比例却介乎 1.4%至 3.3%，较九龙城 (0.8%) 

和全港 (0.5%)的比例高。这符合区内多劏房及板间房的观察。 

II.3.4.4. 自置居所：(表 II. 23) 以小区来说，最多自置(自住)居所的是 R3B (72.1%)、R3A(68.5%)及 R2B 

(62.6%)，而这三个小区亦是自置(有按揭或贷款)最多的地方。以全支物业的比例来说，

R3A(54.2%)最高，其次是 R1A(52.9%)，再次是 R3B (52.4%)。 

II.3.4.5. 租住居所：(表 II. 23) 在小区中，最多全租户的是 R1C(43.1%)、R2A(40.2%)及 R1B(37.4%)。

最多合租/二房东/三房东的小区为 R1C(3.7%)、R1A(3.4%)、R2A(3.4%)及 R1B(3.0%)。除了

R2B 外，所有小区的合租分租比例都远较全港数字(0.5%)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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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5. 人口挤迫程度 

表  II. 24   受影响区域  (R1,R2,R3) 、九龙城区及全香港的人口密度及共住程度  

人口挤迫程度 R1 R2 R3 

人口 31,511 20,920 38041 

地区面积 
(平方公里) 0.2221 0.2225 0.1771 

人口密度  

(人口/ 平方公里) 
141,878 94,023 214,800 

共住程度5
 1,022 1,016 1,011 

 

  

表  II. 25   小区的人口密度及共住程度  

人口挤迫程度 R1A R1B R1C 
 

R2A R2B 
 

R3A R3B R3C 

人口 9,621 12,989 8,901 13,290 7,630 22,417 4,987 10637 

地区面积 0.0996 0.0793 0.0432  0.1717 0.0508  0.1016 0.0194 0.0561 

人口密度 96,596 163,796 206,042  77,402 150,197  220,640 257,062 189,608 

共住程度 1,022 1,021 1,025  1,023 1,005  1,011 1,000 1,016 

 

II.3.5.1. 人口密度：(表 II. 24) 受影响区域的人口密度以 R3 密度最高(214,800)，其次为 R1(141,878 ) ，

再次为 R2(94,023) 。 

II.3.5.2. 人口密度：(表 II. 25) 在小区中，R3B 小区人口密度为最高(257,061.9)，其次为 R3A(220,639.8)。 

再其次为 R1C(206,042)。 

II.3.5.3. 共住程度：(表 II. 24 & 表 II. 25) R1 的共住程度较 R2 及 R3 高。在小区中，共住程度高于 1020

的有 R1C(1,025)、 R2A(1,023)、R1A(1,022)及 R1B(1,019)。这结果与小区内的合租/二房东/

三房东比例相呼应。(由于旧区内的劏房数目不断增加，故共住程度数据只作参考之用) 

  

                                                             
5共住程度指每千个屋宇单位的平均家庭住户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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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持份者面谈访问/咨询 

II.4.1. 资料搜集及整理 

II.4.1.1. 截至 2012 年 12 月 15 日，顾问共进行了 22 次持份者面谈访问/咨询及 5 次聚焦小组。访问/

咨询的对象包括议员、受影响地区的居民和商户、非政府机构社工、商会领袖、地区关注团

体、地区穆斯林宗教领袖等；而聚焦小组的对象则有土瓜湾汽车维修业、红磡殡仪业、土瓜

湾天台屋居民及土瓜湾少数族裔住户 (有关土瓜湾天台屋居民及土瓜湾少数族裔住户的分析

请见小区实地考察)。 

II.4.1.2. 所有的面谈都以统一的讨论大纲作基础(讨论大纲请见附录一)，并附以九龙城市区更新初步方

案地图以准确辨认所关注的地区。讨论内容包括：九龙城区的居住及营商情况、人际关系及

组织网络、区内的重要集体记忆及对更新初步方案的意见。 

 

II.4.2. 建议重建优先范围 (R1) 

整体意见 

重建需要 

II.4.2.1. 九龙城咨询平台提出的初步方案内容已在区内酝酿及讨论了一段颇长的时间。特别就三个「建

议重建优先范围」的小区，居民一般已有重建的共识。若该区的更

新计划与期望有落差，居民的反应可能相对较其他地方大。 

II.4.2.2. 除了「建议重建优先范围」的居民希望重建外，一些居住于接近或

超过 50 年楼龄楼宇的居民都希望所住地段进行重建，以长远改善

生活环境。这些地段包括机利士南路(R3A)、温斯劳街 (R3A)和衙

前围道一带 (R2A)。50 年或以上楼龄楼宇的问题大致如下： 

 它们一般都是黄花沙楼 (俗称「咸水楼」)，质料欠佳。许多

问题如楼宇质素差、墙壁破裂、污水问题等都不是复修可以

彻底解决的； 

 在楼宇结构的限制下，它们大多难以安装符合消防安全、卫

生安全、电机安全条例等的设施。再加上设施的物料及工程

费用十分昂贵，业主(特别是老业主)实在难以负担； 

 它们大多由于业权分散等原故，而没有成立业主立案法团。

没有统筹，实难组织业主出资维修。 

II.4.2.3. 严重的劏房问题(图 II. 13)为居民带来卫生、电机安全、消防和治安的风险，但劏房的业主一

般不愿意维修，亦难以接触。对居民来说，重建乃最彻底的解决问题方法。 

重建的安排 

II.4.2.4. 区内有很多住户，特别是有长者或学童的家庭，对原区安置的需要十分殷切。具体来说，他

们希望「先安置，后搬迁」。要是提供「楼换楼」计划，那必须先有现楼供选择，才可配合

居民需要。如等候上楼的时间需要一年或更长，就不太切合实际需要。 

II.4.2.5. 很多业主及租户均认为大规模重建必须由政府主导，结合市区重建局、房屋委员会和房屋协

会去兴建公屋来安置居民。对租客而言，要另觅一处租金便宜的地方非常困难，公屋是他们

图  II. 13   区内的劏房问题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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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路。即使政府不担任主导的工作，她也可在重建期间为受影响居民提供租金津贴，协助

他们过渡等候新居所的日子。  

重建的阻力 

II.4.2.6. 不少意见认为假如自住业主与出租/空置业主的赔偿不同，可能会引起居民不满，延误收购步

伐。区内持份者提出自住业主及出租/空置业主应享有划一赔偿的理据有： 

 老业主视出租物业的回报为自己的退休金。将单位出租乃自身的退休保障； 

 部分长者因年老或病患，行动不便，不适宜居住在没有升降机的旧式楼宇，故在迫不得

已的情况下迁出原居。又或他们因楼宇质素太恶劣 (如天花常常出现渗水、剥落等情况

而屡次维修都没有改善)，被迫另觅居所或迁往大陆居住。 

II.4.2.7. 「七年楼龄赔偿」政策不受部分业主接受。业主过去在市场购买单位时，是以建筑面积计算，

但七年楼龄赔偿以较少的实用面积作收购基础，故他们认为赔偿不合理。有个别意见认为，

赔偿金额应顾及土地日后的发展潜力，可考虑由七年楼龄降至五年或三年作计算基础。 

II.4.2.8. 现时区内的旧楼有很多机构投资者故意购买 10% - 20% 的单位(俗称「落钉」)，以于收购时

获利。假若他们提高赔偿价钱的要求，便成为市区更新的一大阻力。 

小区的重建发展 

II.4.2.9. 持份者普遍认为五街、十三街和环字八街应列作重建优先地区。 

五街、十三街 

II.4.2.10. 五街和十三街不但楼宇质素恶劣，天花渗水、剥落情况普遍 (图 II. 

14) ，而且区内环境卫生有欠理想。除了车房产生严重的废气和噪

音问题外，邻近的英泥厂亦令区内沙尘滚滚，对居民的健康构成不

良影响。 

II.4.2.11. 有很多意见认为，现时五街和十三街被列作「综合发展区」，由于

面积太大，难以一并收购，故未能吸引私人发展商发展。有见及此，

有些持份者提出政府应带头重建，以利用综合规划改善社区配套设

施；有些认为应将土地分拆发展，加快重建的步伐。区内持份者希

望启德的发展能够加快该区的重建工程。 

II.4.2.12. 有意见认为，现时五街、十三街的地铺乃为住宅契约，非商业契约。

在计算赔偿时，商用的业主只能收到以住宅契约计算的较少补偿。

对此，一些业主或会因为赔偿未如理想而感到不满。 

九龙城道一带 

II.4.2.13. 九龙城道天桥的噪音与空气污染，造成居民很大困扰。有区议员建议该段高架路应在各交通

干线(如沙中线)建筑完成后便拆除。 

环字八街一带 

II.4.2.14. 环字八街一带的私家街，楼宇管理及卫生情况恶劣。部分空置单位更被他人 (包括吸毒者) 强

行占有，出现严重的治安问题。 

II.4.2.15. 由于区内部分楼宇已被私人发展商收购，所以居民对重建有强烈的憧憬。一些持份者认为在

重建环字八街时，须要注意私家街的街道权益问题，不能只计算楼宇单位的面积。 

 

图  II. 14   受访者单位的石屎

严重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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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更新计划的建议 

II.4.2.16. 启明街 51 号现只靠铁枝来支撑，应马上重建。 

II.4.2.17. 建社区会堂和公园。 

II.4.2.18. 港铁站应多建出口，照顾土瓜湾南、北的需要。 

II.4.2.19. 由于启德隧道下沉段为繁忙车路，故绿化上盖时，须顾及使用者的安全。 

II.4.2.20. 五街和十三街须要有多个接驳点连接启德发展区，兴建单轨列车沿海滨往返土瓜湾区是可考

虑的方案。 

 

 

II.4.3. 建议复修及活化优先范围 (R2) 

II.4.3.1. 有很多区内持份者认为，五十年或以上楼龄的楼宇应进行重建，而非复修 (见 II.4.2.2)。 

II.4.3.2. 大部分受访的持份者均希望政府可以主导重建工作，以为社区拓展更多公共空间及设施，如

社区会堂和康体设备。一些持份者指出，不少私人主导的重建都因为商户不满赔偿金额而受

阻碍。 

II.4.3.3. 持份者普遍反对单幢式发展(俗称「牙签楼」)，并认为这种发展模式： 

 未能配合九龙城区的整体发展； 

 未能改善区内缺乏社区设施的问题； 

 与九龙城区的传统建筑风格大相径庭，破坏社区传统。  

II.4.3.4. 食肆的噪音及污水等问题引起居民不满，产生商户及居民对立的情况。 

II.4.3.5. 有持份者反映区内交通挤塞的情况十分严重，尤以下班与晚上吃饭时间最为恶劣。 

对更新计划的建议 

II.4.3.6. 居民普遍要求区内设有托儿中心、运动场、社区会堂、青年中心及自修室等设施。 

II.4.3.7. 一些持份者认为应改建现时的市政大楼，内设停车场、游泳池 (暖水游池) 。 

 

II.4.4. 建议重建及复修混合范围 (R3) 

II.4.4.1. 居民渴望重建区内接近/超过 50 年楼龄的楼宇，而非复修。 

II.4.4.2. 很多持份者要求由政府主导重建，以照顾区内的租客及低收入人士。 

II.4.4.3. 部分楼宇进行维修时，出现利益冲突，窒碍更新进度。居民希望政府能够为他们提供协助去

解决如拣选承建商等问题。 

II.4.4.4. 有一些持份者质疑楼宇复修的成效，如美景大厦在维修后一年，便已开始出现漏水等老化问

题。 

II.4.4.5. 少数族裔及新移民 (大部分来自褔建及海南) 在区内形成小社区。如重建时能协助他们维持及

建立社交网络，更能安定他们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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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4.6. 有持份者提及区内的天台屋居民因为未能符合申请公屋的资格，所以他们对重建工程的反应

可能较负面。 

 

II.4.5. 土瓜湾区的汽车维修业 

II.4.5.1. 全港现时约有 3,200 间小型车房，单单在五街和十三街一带已有超过百多间。全区重建将会对

行业造成很大影响。 

II.4.5.2. 因为现时不少租约订明，如果重建，业主只会给商户半年作通知期，所以车房一般已有因重

建而被迫迁的心理准备。面对重建的可能，一些年纪较长的的技师打算藉此退休，而较年轻

的则期望政府能够协助他们在交通便利的地方重新营业。 

II.4.5.3. 现时汽车维修商寻找新铺面对十分大的困难。因行业对社区环境及楼宇结构会造成不良影响，

所以很多业主都不愿出租地铺。 

多层汽车城 

II.4.5.4. 若果要重建，商会认为必须为汽车维修业订作出一个有愿景的规划，如汽车维修城，否则商

户可能会抗争。汽车维修城须设在交通便利的地方，观塘、葵涌、荃湾及大围都是可以考虑

的地方。业界要求新的店铺地点必须有完善的交通网络，以节省交通费及运输时间。至于新

界地区如元朗，地点较偏远，有很多不善之处: (1) 客人是不会愿意长途跋涉前来光顾的。(2)

因车房距离市区太远，商户需要提供接送车辆的服务，这对于人手不足的小规模商户而言是

一个沈重负担。(3 )交通费支出大增，令营运成本大大上升。(4) 一些地区虽然交通尚算便利，，

但附近欠缺修车配套，商户到其他地方买材料，以致成本上升。 

II.4.5.5. 多层设计的汽车维修城最关键的设计是如何运载车辆上落楼。汽车城必须已能符合污水处理、

环保、消防等条例，并有完善的车辆运送设计和管理。车房认为多层汽车城有其可行性，但

设计上须有改进。以往在民裕街骏升工业中心曾试行此概念，可是成效不彰。业界亦认为现

时长沙湾的好运中心汽车城的升降机设计很差，无法让拖车及其拖行的车辆同时行驶，是一

个不合适的营运地点。 

II.4.5.6. 可考虑将汽车城划为私家车区和营业车区。 

II.4.5.7. 由于行业的营利不高，所以车房对租金的负担能力有限。汽车维修城租金的多少是车房的一

大考虑因素。 

II.4.5.8. 可考虑提供时租车位，供车房因应需要而租用，以节省成本。 

 

II.4.6. 红磡区的殡仪及相关行业 

II.4.6.1. 商会与居民/区议员的意见迥异。居民和区议员普遍反对殡仪业的设立及扩张。第一，他们认

为行业经营模式如在商铺面前化宝、先人的拜祭活动、燃烧祭品造成的污染、花店的污水问

题及在住宅大厦里摆放骨灰龛等，都会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及为他们带来不安感；第二，R2B

小区实为住宅用地，故不应容许长生店的设立。可是，商会却认为长生店早已设于红磡区。

当居民住进区内时，他们应已知晓店铺的存在。同时，长生店的东主亦尝试清洁地方，改善

环境。在街上燃烧冥镪是因为化宝炉太远及开放时间太短而不得已之法，而提供存放骨灰的

服务则是为了协助顾客解决未能取得安放骨灰地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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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6.2. 有几位区议员认为长远来说，殡仪馆应该搬走，但短中期可考虑设立一个多层殡仪中心，以

一点式的经营方法解决扰民问题。不过，一些持份者亦认为集中殡仪相关行业于一小地区并

不可行，因有部分商户或会不愿搬迁。 

对更新计划的建议 

II.4.6.3. 建议在世界殡仪馆后的空地设立中央化宝炉 (图 II. 15)，开放时间须配合殡仪业的营运时间，

年终无休。该化宝炉须设有废气处理装置，减少空气污染。 

II.4.6.4. 长远来说，商会赞成把现时在九龙区的殡仪馆全部搬往新界，如葵涌火葬场旁永孝路边的工

厂区。商会建议将工厦改建为殡仪馆和长生店业集中地。 

II.4.6.5. 在畅运道南天桥底 (图 II. 16) 设专门给灵车停泊的咪表位，可改善市容。 

II.4.6.6. 殡仪商户多为个体户，业主约占九成。商会认为若要收回店铺，必须以另一店铺作交换。如

政府没有具愿景的更新计划，商户或会阻止收铺行动。 

 

II.4.7. 红磡区的珠宝业 (区议员及珠宝出口商会的意见) 

II.4.7.1. 红磡区内的珠宝商对第一阶段社会影响评估反应冷淡。据区内持份者分析，由于更新初步方

案提出的活化措施多在户外，并不直接影响珠宝商的日常运作，故他们对是次研究没有太大

兴趣。再者，区内的商户多为租户，他们既不需要出钱支付工程费，又不希望租金因活化而

上升，所以他们更不愿意主动参与更新的咨询及社会影响评估活动。 

II.4.7.2. 红磡区内的珠宝出口商占全港数目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II.4.7.3. 商会持份者批评部分区内珠宝商办旅行团的经营手法，认为他们的行径有损香港的良好形象。

这些负面营运模式包括将队导游的四成佣金透过抬高售价，转嫁至消费者身上。 

II.4.7.4. 珠宝业尤其关注保安问题，故对设立珠宝节、珠宝墟等构思有所保留。 

II.4.7.5. 商会希望环字八街的重建可带旺红磡珠宝区。 

II.4.7.6. 商会强调现时区内的零售地铺，不属商会。 

对更新计划的建议 

图  II. 17  世界殡仪馆的空地  

图  II. 16   现时畅运道天桥的咪表位  图  II. 15   世界殡仪馆后的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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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7.7. 在红磡民乐街、民裕街或邮轮码头建「香港国际珠宝交易中心」，里面设有办公室、陈列室、

零售店和介绍香港珠宝业发展史的部门。整个交易中心由政府统一规管。 

II.4.7.8. 商会赞成区议员的建议，打通民乐街，增加交通流量。 

II.4.7.9. 在民裕街天桥底增加灯光设备和绿化设施。 

II.4.7.10. 加强执法，打击违例泊车，改善交通。 

 

II.4.8. 食肆 

衙前围道一带 

II.4.8.1. 商户期望邮轮码头能带旺龙城区的经济。该区的食肆已渐渐走向高档路线。 

II.4.8.2. 有意见认为，为满足现时的泊车需要，李基纪念医局、九龙城市政大厦及贾炳达道运动场地

库等地方可改建为大型停车场。另有持份者认为，地库停车场不便使用。 

II.4.8.3. 有意见认为，可考虑将两小时的咪表改为一小时，增加泊车的使用率，改善违例泊车的情况。 

其他地方 

II.4.8.4. 有意见认为崇洁街已是食店林立的地方街，应加入美食街范围，并统一街道设计。 

II.4.8.5. 很多持份者反对设民泰街为美食街，认为此举会扰乱民居的日常生活。 

II.4.8.6. 一些持份者建议将谭公道、北帝街立为「美食街」。  

 

II.4.9. 少数族裔 

综合意见 

II.4.9.1. 少数族裔几乎全是租客。他们一般的收入偏低，负担租金的能力有限。现时土瓜湾区的租金

一般较低，若重建，少数族裔很难在其他社区找到可以负担得来的居所。因此，他们对安置 (如

公屋)/搬迁的需要甚为殷切。假如政府推行重建，必须增设措施保护少数族裔居民的利益。根

据以往的经验，当面对重建时，业主会立即强迫他们迁出，以获得更丰厚的赔偿。可是，因

为社会上仍存在歧视，故少数族裔居民往往比本地居民需花更长的时间寻找合适的居所。  

II.4.9.2. 有持份者观察到，因着沙中线的兴建及重建的憧憬，五街和十三街的业主逐渐将租金提升。

部分少数族裔人士因为无法负担租金，而开始搬往红磡及佐敦等地区，。 

泰国藉少数族裔 

龙城区内的生活 

II.4.9.3. 现时泰裔家庭的居住环境不太挤迫，一个 300 呎的单位约住 4 人。 

II.4.9.4. 现时有少部分的泰裔家庭教会活动，其内容主要为感情分享，以减少生活压力。闲时，泰国

人亦会邀请一些泰国僧侣到区内开解居民的情绪及主持婚礼。 

II.4.9.5. 泰国人家庭较其他少数族裔主动，愿意融入香港文化。不少的家庭组合为泰国人妇女嫁给香

港人男士，他们的孩子对泰国传统文化没有多大兴趣。 

对市区更新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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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9.6. 泰裔居民因为担心租金及物价上涨，所以不赞成任何重建或复修。 

II.4.9.7. 龙城区内现有泰裔社区网络。当中不但有服务泰裔的社会福利机构及小学，同时，又有适合

泰裔人士的工作。泰裔居民希望重建后仍保有他们的社区设施和支援网络。泰裔居民希望入

住公屋，但安置的地方不能远离现时的社区。 

II.4.9.8. 面对重建，他们大多会向非政府机构求助，向区议员求助的情况较少。 

II.4.9.9. 龙城区内的泰裔商户全是租户，他们担心重建、复修及活化将令租金上升。 

巴基斯坦藉少数族裔 

土瓜湾区内的生活 

II.4.9.10. 巴裔居民的入息较低，多从事建筑、司机等工作。若重建，要寻找一个租金便宜又就近工作

地点的居所将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II.4.9.11. 现时巴裔家庭的居住环境较挤迫，一个 200 呎的单位约住 3-5 人。 

II.4.9.12. 巴裔的女性居民甚少有社交活动，而男士的活动则多限于到清真寺敬拜。 

对市区更新的意见 

II.4.9.13. 很多巴裔人士已扎根于土瓜湾，他们的子女亦多就读区内的小学。如要搬迁，最理想为原区

安置 (如启德发展区) ，也有一些意见认为，可以安置他们到牛头角的公共屋村，因为那儿亦

有一个少数族裔社区。巴裔居民希望上公屋，但地点须要靠近他们的亲戚。 

II.4.9.14. 很多持份者认为，巴裔居民对重建没有认识，对如何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很薄弱。更新计划

须订有措施去增强这方面的教育。 

II.4.9.15. 巴裔社区须有非政府机构的支援配套及清真寺作敬拜的地点。 

II.4.9.16. 很多持份者认为政府应该在区内为少数族裔设立社区中心、图书馆、穆斯林中心等设施。 

印度藉少数族裔 

II.4.9.17. 九龙城区内的印裔居民多为低下阶层人士。据持份者观察，他们当中有 70% - 80%为综援户，

经济状况较差。 

II.4.9.18. 现时印裔家庭的居住环境更挤迫，例如一个约 300 呎的单位内住有 13 人。 

II.4.9.19. 区内印裔家庭的子女多就读区内的中小学。由于跨区上学的车费昂贵，转校又不容易，所以

他们有原区安置的需要。印裔居民希望入住公屋，理想的地区包括牛头角及官塘区。那儿存

在一个印度社区，也有欢迎少数族裔就读的的中小学。 

 

II.4.10. 对其他市区更新建议的意见  

II.4.10.1. 绿化宋皇台道，并将之与启德发展区连接。 

II.4.10.2. 扩阔海滨走廊，填平海滨走廊与旧机场跑道之间的「三角地带」 (未来因发展基建而填平) 。

绿化此填海区，以打造新旧区融合点。填海区的地底可让旅游巴士停泊。 

II.4.10.3. 改建青州英泥码头，扩阔海滨长廊。 

II.4.10.4. 牛棚、海心公园及十三街建筑群为九龙城居民的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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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10.5. 活化历史遗迹，包括旧黄埔船厂的围墙 (即现时挂有百胜酒家招

牌的绿色墙，图 II. 18) 、观音庙、漆咸道的防空洞、龙城区的

乐善亭、龙津桥、侯王庙、寨城公园，并将它们纳入文物径。  

II.4.10.6. 太子道应设绿化区作分隔。 

II.4.10.7. 区内长者及行动不便人士较多，所以未来的港铁站内应多设行人

运输带。 

II.4.10.8. 牛棚的使用率低，应将牛棚对外开放，融入社区。  图  II. 18   旧黄埔船厂的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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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I. 19   五街、十三街楼宇

失修的情况严重，有建筑物的

石屎剥落，钢根外露  

图  II. 20   一位五街居民的单位

有一条一厘米的空隙  

II.5. 小区实地考察 

II.5.1. 资料搜集及整理 

II.5.1.1. 顾问团队共进行了 8 次小区实地考察，考察的地点及对象包括土瓜湾的五街和十三街居民、

十三街天台屋居民、十三街至上乡道清真寺一带的巴裔人士、九龙城道与落山道一带私家街

居民、衙前围道一带居民和泰裔社区。这些考察全是由住在该区十年以上的居民所带领。 

 

II.5.2. 土瓜湾五街和十三街居民  

II.5.2.1. 在 R1A 内，十三街的居民因为多次收购不果，所以对落实重建的憧憬

较少，对重建计划的反应亦较冷淡。R1A 五街的居民则明显较其他小

区的居民团结，参与有关市区更新的行动亦较积极。例如在评估的过

程中，五街的业主曾主动邀请研究顾问亲身到居所参观，又主动召集

其他业主一起表达对重建的需要。他们曾尝试集合业权，争取尽快重

建。R1B 私家街的居民亦有如斯的主动性，可是相对组织力较弱。在

R1C 小区，因为部分大厦已成功获发展商收购，所以居民对重建计划

亦比较关注。在 R1A 及 R1B 区主要协助居民讨论及争取重建的为社

会福利机构，而在 R1C 区较为突出的筹组人则为议员。R1A 及 R1C

均有重建关注组的居民组织。R1A 及 R1B 的业主较为分散，R1C 则多有业主立案法团组织居

民。 

II.5.2.2. 居民认为居住环境，如卫生情况及楼宇质素等都十分恶劣。不少居民表示当看到楼宇的失修

问题，如天花松脱及严重水浸等，都会感到人身安全受威胁。每遇大

雨或台风，居民都怕被跌下的石屎所伤 (图 II. 19) 。有五街业主便因

单位严重失修而被迫搬出，现在同区租住另一单位。 

II.5.2.3. 有不少单位因长期空置，失修情况更严重。就观察所见，已有楼宇须

以铁柱支撑檐篷，防止下塌。很多五街居民表示，当隔邻的翔龙湾打

桩时，自己在单位内都感到摇晃。据一位居民表示，打摏数月后，单

位墙身与地面间竟震裂出一道阔一厘米的空隙(图 II. 20)。 

II.5.2.4. 区内劏房问题严重(图 II. 21)。不单劏房的业主及租客都不愿出钱维修，

而且劏房不合规格的建筑设计及住户人口密度的增加，都为层板及水渠的负荷带来沈重的压

力。部分水渠因不胜负荷，致令排泄物飞出天井，直达邻居

的厨房窗户。 

II.5.2.5. 业主普遍认为应尽快统一由政府主导重建，并以赔偿、建公

屋和「楼换楼」的模式去纾缓居民的居住需要。过往虽有藉

楼宇更新大行动或自行维修，但问题不久又再次浮现。例如

油漆刷上了墙壁一星期便已开始松脱，大厦进行维修后一两

年，裂痕又再次出现。一些十三街居民表示楼宇更新大行动

的质素欠佳，如外墙应松上三层油漆，但技工只完成了两层。

一些技工更于更新工程后留下维修用的棚架，无人理会，这为

楼宇治安构成危险(图 II. 22)。在 2012 年 8 月 31 日，鹏程街曾有石屎从大厦高处堕下，击中

一辆停泊上址客货车顶，幸无人受伤。 

图  II. 21 五街、十三街的劏房问题

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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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5.2.6. 有居民指出，位于启德的英泥厂所排出的灰尘，污染空气，危害居

民健康。 

II.5.2.7. 区内设有很多汽车维修商铺及停车场，对该区造成空气污染和噪音

滋扰，严重影响居民生活。 

 

II.5.3. 十三街天台屋居民 

II.5.3.1. 天台屋问题严重。居民不单在天台的平台上建多于一层的房屋(图 II. 

23)，更在两幢大厦中间的天井位置架空建了一间小屋。部分大厦的

天台屋已经连成一片。 

II.5.3.2. 据持份者表示，十三街天台屋居民大部分为新移民，他们主要来自

福建(大概有 200 人)、海南、东莞和淅江，本地住户相对较少。居民

多在同乡介绍下定居此地，居所亦靠近工作及上学地点。天台屋居

民间已经建立了族群支援网络，守望相助，互通消息。 

II.5.3.3. 有很多天台屋的住户，都是在四年前(新移民)或更早时，用现金将单

位买下，价钱由两万至十数万不等。受访居民表示，买卖是经由地

产代理签纸作实。购买天台屋时，他们并不知道该单位是不合法的。 

他们亦指出单位设有水电表，并有定时交水电费。 

II.5.3.4. 大部分受访居民表示过去两三年才知道自己所住之处是僭建物，部

分居民更接到屋宇署的清拆通知。 

II.5.3.5. 全部受访的持份者表示，若果重建，政府必须要为他们安排居所，

如让他们入住公屋，否则会与当局积极争取。不少天台屋家庭都有就读中小学或幼儿园的学

童，他们自来港后便落户在九龙城，故他们有需要原区安置搬迁，否则会有适应困难。 

 

II.5.4. 十三街至上乡道清真寺一带的巴裔人士 

II.5.4.1. 有巴裔居民表示，巴基斯坦人选居五街及十三街有几个原因：(1)

减省租金负担；(2)旧楼的空间较大；(3)临海；(4) 到清真寺敬拜，

是巴裔男士的一个重要精神寄托。十三街当区有一所清真寺，方

便他们敬拜。而他们只需步行十分钟，就可以到达上乡道另一间

较大规模的清真寺(图 II. 24)。 

II.5.4.2. 据同行的巴裔社区工作者表示，现时在十三街和上乡道的清真寺

与尖沙咀的大型清真寺是不一样的。前者属于 Madrassa，是租用

房屋作敬拜地方，可以搬迁；后者属于 Masiid，属私人拥有，搬

迁会面对有很大阻力。据估计，搬迁十三街和上乡道的清真寺应

不会引起巴裔居民大力反对，而十三街的清真寺亦于较早前因租

约期满，不获续约，而搬往十三街的另一个单位)。 

II.5.4.3. 大部分的巴裔家庭都有子女在区内读书，他们在五街和十三街已

建立了人际网络，而且居所又邻近清真寺，所以若果因重建而要

搬迁，他们将较难适应改变。 

 

图  II. 23   在十三街，有僭建的

天台屋上再加建多一层建筑  

图  II. 24   清真寺为巴裔男士的重

要精神寄托。图为上乡道清真寺  

图  II. 22   楼宇更新大行动完

成后，遗留下来的棚架无人理

会，造成治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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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I. 28   其中一橦受考

察的大厦，信箱都受到破坏  

II.5.5. 九龙城道与落山道一带私家街居民  

II.5.5.1. 居民反映私家街的卫生环境恶劣： 

 街道上满布垃圾、建筑废料，臭气熏天； 

 地铺的商户多属厌恶性行业，如玻璃工厂、

回收工场及烧焊工场等； 

 街道和住宅大厦的天台有野猫随处走动

及便溺。又因为几幢大厦的天台是相连的，

所以猫儿走动的范围更广； 

 大厦的天井日久失修，极为骯脏，污水渠

出现渗漏问题。 

II.5.5.2. 私家街亦有严重的治安问题： 

 有些住宅大厦的铁闸被盗，现存的亦已经损坏

没有大门的阻隔让贼人有机可乘，途人(甚至)

学生亦可以进入楼宇内吸烟或滥药； 

 有大厦的水线被盗，危害消防安全； 

 很多信箱被破坏，信件容易被盗，使得居民的

个人私隠受损； 

 大厦大都没有业主立案法团或互助委员会，使

维修、改善工程难以推行； 

 有些大厦的楼梯没有照明系统，居民需要摸黑

回家。在黑暗中，居民容易跌倒，亦容易让罪犯有机可乘； 

 车辆能随意驶入街内，对居民的安全构成危险。 

II.5.5.3. 有持份者指出，出租的业主对大厦的事情漠不关心，有的连垃圾费都不会付。大厦若要进行

维修，根本无法向出租户主筹钱。 

II.5.5.4. 由于很多旧楼没有安装升降机，长者居民需要走多层的楼梯，非常不便。没有升降机亦令居

民在购买家俬及电器等大型家品时需付出额外的搬运费。 

II.5.5.5. 这些旧楼的宽频上网费及电费，都较公屋和居屋高。 

 

  

 

图  II. 26   永耀街、鸿光街一

带后巷的卫生环境恶劣  
图  II. 25   有楼宇的天井日久

失修，天花的污水渠出现渗漏的

问题  

图  II. 27   顾问团队到过的其

一条私家街，车辆能随意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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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I. 29   居民建议保留街

道故有的特色  

II.5.6. 衙前围道一带居民 

II.5.6.1. 居民认为楼宇楼龄高，失修问题严重，应重建而非复修。若当局进行重

建应安排原区安置，并以「楼换楼」安置居民 (居民认为御豪门是一个

具参考价值的设计)。 

II.5.6.2. 居民提出要有整体的重建规划，将衙前围道一带的旧楼全部列入重建范

围，但重建项目可分阶段进行。 

II.5.6.3. 同行的居民建议在一、两条街兴建较高的大厦，但要排除屏风式的设计，

而其他街道就可维持现有高度和风格，以保留故有特色 (图 II. 29)。 

II.5.6.4. 很多受访的区内居民皆表示对二十多层的「牙签楼」十分厌恶： 

 老居民对社区有深厚情感，不愿改变其风貌及历史发展的痕迹 (如由启德机场的兴建，

营运，以至关闭)； 

 老居民认为「牙签楼」与九龙城区既有的建筑风格格格不入； 

 「牙签楼」未能提供更多康乐设施给社区，只会增加区内的挤迫感。 

II.5.6.5. 居民普遍满意交通配套及购物区的位置，希望日后发展可保留这些好处。 

II.5.6.6. 居民期望有更多通道连接启德发展区，例如隧道、天桥及经绿化的行人路。 

II.5.6.7. 居民建议利用市政大楼及九龙寨城公园地底的空间建商场及停车场。 

II.5.6.8. 居民建议于较大型的住宅设公众平台花园。 

II.5.6.9. 居民认为区内有很多具文化特色的事物应予以保留、复修和活化：(1) 乐善堂写着「龙津」的

石碑、(2) 传统的潮州食肆，如乐口福酒家、(3) 九龙城寨公园、(4) 李基纪念医局及 (5) 保

留地区特色及街道风貌，如地铺及蓬勃的街道活动。 

 

II.5.7. 衙前围道一带的泰裔社区  

II.5.7.1. 龙城区内的泰裔社群及华裔社群相处融洽。大部分的泰裔人士留港多年，虽然未必能阅读中

文，但他们大都能操流利的广东话。 

II.5.7.2. 不少初来港的泰裔孩子及青年都会入读九龙城区内的学校，并依赖区内的社福机构 (如乐善

堂)的协助去适应香港的生活。 

II.5.7.3. 区内有数个泰裔社会福利机构，会员多于星期日相聚。这些机构不但为会员开设泰国的手工

艺课程，亦会利用已有的人际网络，免费为会员转介工作。机构在区内有一定程度的参与。

他们不时会抽时间到邻近的老人院作义工服务，如表演泰国传统舞蹈，同时，也会被区内的

组织邀请于节日时作公开表演。除此以外，机构的领袖间中会出席一些社区的事务会议，如

他们曾被警方邀请参与讨论。 

II.5.7.4. 顾问团队发现区内一些泰裔的社会福利机构为妇女组织，成员多是家庭佣工，这些佣工来自

香港各地方，居住并不限于九龙城区。她们以自己的薪金合力支付每月的租金。除着租金上

升，她们的经济压力也愈来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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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6. 九龙城社区概览综合分析 

II.6.1. 较受更新计划影响的弱势社群的分布： 

II.6.1.1. 由于弱势社群相对拥有较少资源去处理更新工程带来的问题，故相信他们是较受更新初步方

案影响的群体。研究结果指出： 

(a) R1 区的主要弱势社群包括长者、学前及在学的儿童及青少年、低收入家庭、印度人及

巴基斯坦人； 

(b) R2 区的主要弱势社群有独居长者、泰国人、印度人及巴基斯坦人； 

(c) R3 区的主要弱势有长者、在学儿童 (R3B)、低收入家庭、巴基斯坦人及印度人。 

表 II. 26   R1 区 - 较弱势群组的分析 

 (R1) 建议重建优先范围 

 
R1A R1B R1C 

比较全港同类型项目的比例 

长者人口 0.6% 2.8% 0.3% 

独居长者住户 2.5% 1.1% 3.3% 

有一个或以上 6 岁以下成员

(幼儿期)的住户 

最高 

6% 
1.1% 0.8% 

有一个或以上 6 – 18 岁成员

(中小学)的住户 
2.2% 0.3% 2.1% 

新移民人口 3.6% 2.7% 
最高 

7% 

区内低收入家庭比例 
最高 

14.1% 
11.6% 4.6% 

学位课程或以上的教育程度 6.2% 6% 4.6% 

担任经理及行政人员 5.4% 6.7% 5.4% 

自置物业（没有按揭或贷款） 21.6% 17.2% 14.8% 

自置物业（有按揭或贷款） 16.9% 12.4% 17.9% 

合租居所 / 二房东 / 三房东 2.9% 2.5% 3.2% 

少数族裔住户 2.1% 2.6% 5.1% 

印度人/ 巴基斯坦人/泰国人占

区内少数族裔的人口比例  

(1) 印度 35.1% 

(2) 巴基斯坦人 25.2% 

(3) 泰国人 3.1% 

(1) 巴基斯坦人 36.8% 

(2) 印度人 6.4% 

(3) 泰国人 6.3% 

(1) 印度人 37.1% 

(2) 巴基斯坦人 23.3% 

(3) 泰国人 4.8% 

注：( )内的数字为百份比；较全港同类型项目的比例为高；较全港同类型项目的比例为低； 在各小区中为最高； 在各小区中为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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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 建议复修及活化优先范围 

表  II. 27   R2 区 - 较弱势群组的分析  

 
R2A R2B 

长者人口 2.4% 4.9% 

独居长者住户比例 1.6% 
最高 

3.7% 

有一个或以上 6 岁以下成员

(幼儿期)的住户 
0.5% 

最低 

4.2% 

有一个或以上 6 – 18 岁成员

(中小学)的住户 
2.2% 

最低 

6.9% 

新移民人口 2.9% 
最低 

0.9% 

区内低收入家庭比例 0.7% 1.3% 

学位课程或以上的教育程度 2.6% 0.3% 

担任经理及行政人员 4.4% 6.3% 

自置物业（没有按揭或贷款） 15.3% 18.4% 

自置物业（有按揭或贷款） 14.7% 7.9% 

合租居所 / 二房东 / 三房东 2.9% 0.5% 

少数族裔住户比例 
最高 

9.3% 
6.8% 

印度人/ 巴基斯坦人/泰国人

占区内少数族裔的人口比例  

(1) 泰国人 37.2% 

(2) 巴基斯坦人 8.3% 

(3) 印度人 2.1% 

(1) 印度人 15.3% 

(2) 泰国人 0.8% 

巴基斯坦人 0% 

注：( )内的数字为百份比；较全港同类型项目的比例为高；较全港同类型项目的比例为低； 在各小区中为最高； 在各小区中为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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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3) 建议重建及复修混合范围 

表  II. 28   R3 区  - 较弱势群组的分析  

 
R3A R3B R3C 

长者人口 
最高, 

7% 

最低, 

2% 
3.4% 

独居长者住户比例 1.5% 
最低 

4.4% 
0.5% 

有一个或以上 6 岁以下成员

(幼儿期)的住户 
1.4% 0.1% 1.6% 

有一个或以上 6 – 18 岁成员

(中小学)的住户 
3.7% 

最高 

4.8% 
4.1% 

新移民人口 0.1% 1.0% 6.5% 

区内低收入家庭比例 9.2% 
最低 

6.1% 
11.8% 

学位课程或以上的教育程度 4.4% 3.3% 
最高 

1.6% 

担任经理及行政人员 5.4% 3% 
最高 

1.4% 

自置物业（没有按揭或贷款） 
最高 

22.9% 
21.1% 17.0% 

自置物业（有按揭或贷款） 6.5% 
最高 

1.1% 
10.0% 

合租居所 / 二房东 / 三房东 1% 
最低 

0.5% 
1.3% 

少数族裔住户比例 
最低 

1.4% 
3.0% 2.9% 

印度人/ 巴基斯坦人/泰国人

占区内少数族裔的人口比例  

(1) 巴基斯坦人24.7% 

(2) 印度人 8.8% 

(2)  泰国人 8.8% 

(1) 印度人 3.0% 

巴基斯坦人 0% 

泰国人 0% 

(1) 印度人 10.4% 

(2) 泰国人 6.2% 

巴基斯坦人 0% 

注：( )内的数字为百份比；较全港同类型项目的比例为高；较全港同类型项目的比例为低； 在各小区中为最高； 在各小区中为

最低 

 

II.6.2. 受「九龙城市区更新初步方案」影响范围的人口特点 

II.6.2.1. 长者：受影响区域 (R1, R2, R3) 人口平均超过两成为六十岁以上的长者，当中 6.9%- 8.8% 住

户为独居长者住户，13.8% - 15.3%为全长者住户。由于我们一般相信长者对适应生活环境改

变的能力较差，所以任何的市区更新工程都会对他们造成较大的影响。 

II.6.2.2. 儿童及青少年：此外，区内有一个或以上就读中小学的儿童及青少年的比例亦较高，介乎 22.4% 

- 25.3%之间。重建搬迁不但会为他们及家庭带来经济及心理等压力，同时，亦可能间接引发

转校的需求。种种转变对青少年造成的压力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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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6.2.3. 少数族裔：香港的外藉家庭佣工多为菲律宾藉及印尼藉人士，故两个族裔在各区域有较高的

人口比例为正常现象。由于他们不须为自己安排住处，所以楼宇的重建及复修对他们的影响

相信不大。另外，本港的白人及日本人大都相对富裕，他们在处理市区更新所带来的问题时，

相信会有较多资源及选择，故相信他们应为受影响较少的一群。撇除菲律宾人、印尼人、白

人及日本人这四个受市区更新影响较少的族裔，人口最多的三个族群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

及泰国人。值得注意的是，R1 区内的巴裔和印裔居民，无论在比例上和实际数目上，均较

R2 和 R3 区域为高。比较这三个群组，泰裔社区支援相对充裕，但印巴裔居民的支援则薄弱。

他们的收入普遍较低，他们大都因为租金平宜而租住土瓜湾旧楼区单位。他们因着经济及宗

教需要的所限，房子的选择本已经不多，加上他们在过程中受到本地业主的歧视，对自我权

益认知不足，又不懂中、英文，所以他们搬迁面对的困难较本地居民多。 

II.6.2.4. 社区及团体结构：在 R1A 内，十三街的居民因为多次收购不果，所以对落实重建的憧憬较少，

对重建计划的反应亦较冷淡。R1A 五街的居民则明显较其他小区的居民团结，参与有关市区

更新的行动亦较积极。例如在评估的过程中，五街的业主曾主动邀请研究顾问亲身到居所参

观，又主动召集其他业主一起表达对重建的需要。他们曾尝试集合业权，争取尽快重建。R1B

私家街的居民亦有如斯的主动性，可是相对组织力较弱。在 R1C 小区，因为部分大厦已成功

获发展商收购，所以居民对重建计划亦比较关注。在 R1A 及 R1B 区主要协助居民讨论及争取

重建的为社会福利机构，而在 R1C 区较为突出的筹组人则为议员。R1A 及 R1C 均有重建关

注组的居民组织。R1A 及 R1B 的业主较为分散，R1C 则多有业主立案法团组织居民。 

II.6.2.5. 相对其他受影响小区，R2A 的居民普遍有较强的历史感。老街坊感到自己的过去与九龙城区

的转变有着紧密的关系。因着对社区的身份认同，他们对市区更新的期望很大。很多居民建

议要统一规划整区的发展，接连启德发展区。他们期望能够重建并可以有原区居住的安排。

他们对区内现时发展的「牙签楼」表现得特别反感，认为它们无助改善区内配套，亦破坏了

区内的建筑风格。 

II.6.3. 社会经济特点 

II.6.3.1. 数据显示，受影响区域居民的平均住户每人每月收入偏低，居民普遍从事服务行业、销售人

员，或非技术工人等，只有少数为专业人员。由于这些居民普遍为低下阶层，所以在市区更

新进行时或完成后，这些家庭未必能在区内找到既合适，又能负担得来的居所，又或者能够

负担区内因活化出现的比现时高的生活水平。 

 

II.6.4. 居住环境  

居所类型及租住权 

II.6.4.1. 据人口统计分析，受影响地区的居民几乎全是住私人房屋，当中约有一半为已全权拥有的自

置物业(没有按揭贷款) (46.1% - 54.2%)。将区内的租户比例与九龙城区及全港的比例比较，区内

全租比例较低，但合租/ 二房东/ 三房东的比例却较高。这符合区内多劏房及板间房的观察。

就小区而言，最多自置(自住)居所的是 R3B (72.1%)、R3A(68.5%)及 R2B (62.6%)，而最多合

租/二房东/三房东的小区为 R1C(3.7%)、R1A(3.4%)、R2A(3.4%)及 R1B(3.0%)，这些地方的合

租分租比例都远较全港数字(0.5%)高。 

  



43 九龙城市区更新计划|第一阶段社会影响评估工作报告 

 

房屋楼龄 

II.6.4.2. 九龙城市区更新初步方案覆盖区域内，不少房屋的楼龄达 30 年或以上。50 年或以上的房屋多

集中在土瓜湾区的五街(R1A)、十三街 (R1A)、鸿福街 (R1C)、启明街 (R1C)、环字八街(R1C)

及红磡区的黄埔街 (R3C)，并分散于龙塘区衙前围道一带 (R2A)、红磡区的老龙坑街 (R2B)

及土瓜湾区的九龙城道 (R1B) 和土瓜湾道 (R3A) (见九龙城区私人楼宇楼龄分布图)。 

楼宇状况 

II.6.4.3. 市区重建局 (下称「重建局」) 于 2009-至 2010 年期间，以抽样方式进行楼宇状况调查 

(http://www.durf.org.hk/pdf/meetings/4th_meeting/kc-02-tc.pdf)。该调查以四个等级去分辨楼宇状况 - 

良好、满意、失修及明显失修。「良好」及「满意」意谓楼宇没有损毁或轻微损毁，中期应

进行基本的定期维修保养工程；「变差/ 失修」即楼宇出现可见的损毁情况，须在适当时间

进行复修，并须持续进行定期维修保养；「恶劣」或「明显失修」即指有大部分范围出现较

严重的结构问题，须进行紧急和往后的较大型复修。 

II.6.4.4. 调查发现在各小区中，以龙塘区衙前围道一带 (R2A) 的楼宇状况最为恶劣，失修及明显失修

占 70% - 80%；其次是落山道至庇利街一带，失修及明显失修占 60 – 69%。失修及明显失修

占 50% - 59%的地方有五街 (R1A)、落山道至上乡道一带 (R1B &R3C) 及船澳街至机利士南

路一带 (R3C)；而失修及明显失修占 40% - 49%的地方则包括五街 (R1A)、落山道至上乡道

一带 (R1B &R3C) 及船澳街至机利士南路一带(R3C)。 

II.6.4.5. 部分区内的楼宇在「楼宇更新大行动」的协助下，已进行复修工程。「楼宇更新大行动」较

集中的地方包括五街 (R1A)、十三街(R1A)、土瓜湾道 (R1B)、祟字大厦 (R3B) 及黄埔街 

(R3C)。 

II.6.4.6. 以上为楼宇状况的前期量性研究。除了这些资料外，第一阶段的社会影响评估亦透过持份者

面谈访问/咨询、小区实地考察及问卷进一步了解区内的楼宇状况。对于区内的住户而言，那

些接近或超过 50 年楼龄的房屋有不少为「咸水楼」，实在难以维修。这些楼宇既没有升降机，

又有很多严重的失修问题，如天花剥落及渗水。更甚的是区内的劏房、天台屋为楼宇的结构

及水渠带来沈重的负担，致令大厦的失修问题恶化。 

居所及小区环境 

II.6.4.7. 于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五街和十三街、九龙城天桥附近的私家街和环字八街一带的旧楼失

修问题非常严重。大部分楼宇欠缺完善消防系统及照明系统，亦没有方便长者上落的电梯。

根据调查分析，楼宇持续失修主要有三个原因： 

II.6.4.8. 首先是楼宇本身质素差和楼龄高的问题。即使透过「楼宇更新大行动」或自行维修，失修情

况只得暂时性改善，问题很快再次浮现，例如：新刷的油漆只维持一个星期就脱落。其次是

因为业权分散的情况严重，大厦又没有业主立案法团作统筹，以致街道管理及楼宇维修的的

工作难以推行。有大厦入口的大闸被偷，信箱被破壤，甚至大厦外墙的水线也都被偷。除此

之外，住户的经济能力低亦是一个主要原因令失修问题无法改善。在研究范围中，约有一半

住户为低收入家庭，以他们的收入水平，维修费是十分沈重的负担。由于居住环境太恶劣，

有些业主被迫迁出，将现有的房屋转租给更贫穷的人。如此，租户因没有业权而拒绝合资维

修，业主则因为大厦乏修问题没有对自己造成直接影响而不愿意出钱。 

II.6.4.9. 基于以上各个原因，旧楼的维修工程往往难以施行。再者，楼宇的劏房问题十分严重，人们

擅自更改图则，住户人口密集上升，加重水管的负担。当水渠不胜负荷，排泄物就四溅，结

果令该区的住屋环境每下愈况。 

http://www.durf.org.hk/pdf/meetings/4th_meeting/kc-02-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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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I. 30   九龙城区私人楼宇楼龄分布图

 



45 九龙城市区更新计划|第一阶段社会影响评估工作报告 

 

图  II. 31   九龙城区楼宇失修状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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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6.5. 经济活动特点 

II.6.5.1. 整体而言，受影响区域内没有大型和具质素的商场，经济活动以个体小商户为主。区内的特

色食肆主要集中在衙前围道一带，例如潮州夜冷、泰国食馆等。根据顾问团队所作的访问，

食肆东主期望启德发展区能带旺该区的经济，但

他们认为该区最大问题是泊车位不足。此外，崇

洁街及北帝街亦有一些风味小型食肆。 

II.6.5.2. 车房的营运模式为社区造成空气及街道的污染，

所以普遍不受当区居民欢迎。顾问团队在咨询的

过程中发现，区内小型汽车维修商的组织较松散，

与汽车维修商会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汽车维修商

户仅有三十余间。他们普遍对市区更新的活动较

为被动，成为咨询的阻力。 

II.6.5.3. 据红磡温思劳街/ 机利士南路一带(R2B) 及红磡

黄埔街/ 宝其利街/ 芜湖街一带(R3C) 的区内持

份者表示，该区大部分的居民都不认同长生店与

民居相连。现时部分的殡仪相关场所，非但设于

民居的地铺，有一些更设于住宅楼层中。居民对

拜祭仪式、骨灰的存放、燃烧祭品产生的污染及

花店的污水问题等都感到不满。有持份者甚至提

出红磡的地段应为住宅用地，故不应长期让长生

店在区内发展。对于居民的不满，殡仪商会回应

种种的经营模式，如在店外化宝及在店内存放骨

灰等都是由于殡仪设施不足及灵位不足所致。而

殡仪相关行业早已在区内发展，这是居民早已知

道的。居民及商户间的矛盾颇大，实不容忽视。 

II.6.5.4. 顾问团队曾主动接触区内与殡仪业商会有联系的

六十多间长生店，但大部分的商户都不热衷参与

市区更新的评估及咨询。据了解，这些长生店的

商户，大部分为所属商铺的业主，故认为市区更

新对他们影响不大。除非有确切更新计划而该计

划会为他们带来改变，否则他们的反应会十分冷

漠。面对搬迁的可能性，他们较担心赔偿和牌照

的问题。 

II.6.5.5. 持牌安老院：大部份受影响地区内的持牌安老院

（持牌安老院分布请见图 II. 32）均位处 30-49 年

楼龄的楼宇，而受影响地区内只有两间院舍的楼

龄达 50 年或以上。此外，现时建议重建优先范围内的安老院数目不多，其楼宇楼龄亦不超过

50 年。由于区内的更新项目不会同时期进行，相信九龙城市区更新计划对区内安老院及其服

务不会有重大影响。然而，顾问将于第二阶段社会影响研究中，对市区更新对区内老人服务

的影响作更深入讨论，并提出相应纾缓措施。 

  
 

图  II. 32  区内持牌安老院的分布图  

楼龄为 40 年以下 

楼龄为 40-49 年 

楼龄为 50 年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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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I. 33   建议更新地区邻近的公园及休憩地方分图  

 

II.6.6. 人口挤迫程度 

II.6.6.1. 区内的人口密度比全香港和九龙城区的为高，但就住户而言，受影响区域的平均住户人数介

乎 2.6 - 2.9 之间，都是低于全港 (3.0) 及九龙城区 (3.0) 的有关数字，这显示住方的挤迫情况，

不十分严重。然而，根据顾问团队的访谈和咨询所得，有些少数族裔，如巴裔和印裔，因为

住户人数多，会住得比较挤迫。 

 

II.6.7. 现有的康乐、社区和福利设施  

II.6.7.1. 社区会堂： 多名受访的区内持份者均提出兴建社区会堂的诉求。现时九龙城区内没有政府辖

下的社区会堂，但红磡庇利街与崇安街一幅划为政府、机构或社区用途的土地上，正兴建一

幢联合综合大楼，内设九龙城区首个政府辖下的社区会堂。 

II.6.7.2. 体育设施： 九龙城区内有 5 个室内体育场馆，其中 4 个邻近建议更新的范围 – 佛光街体育

馆、红磡市政大厦体育馆、九龙城体育馆、土瓜湾体育馆。在这 3 个体育场馆当中，佛光街

体育馆及红磡市政大厦体育馆都设有儿童游戏室。除了儿童游戏室外，邻近建议更新范围的

儿童设施亦有室外的土瓜湾游乐场。九龙城亦有 3 个公众游泳池，当中大环山游泳池及九龙

仔游泳池较接近更新研究范围。 

II.6.7.3. 康乐及休憩设施：建议更新范围一带设有

不少公园及休憩地方，但它们一般的面积

都较少，内中提供的设施不多。于区内的

公园中，九龙寨城公园及海心公园为两个

最受欢迎的休息地方 (见图 II. 33)。 

II.6.7.4. 在持份者的眼中，区内的公共康乐设施严

重不足，公园和老人中心的供应难以应付

区内居民的需求。再加上该区的人口出现

两极化，长者与青少年比例较高，使到专

门服务这些对象的设施更为不足。居民普

遍要求在区内增设青年中心、自修室、运

动场和托儿中心。 

II.6.7.5. 由于区内有很多少数族裔，所以亦有意见

认为区内应增设更多为少数族裔而设的社

区中心、图书馆和穆斯林中心等。 

 

II.6.8. 历史背景、文化和地方特色  

II.6.8.1. 九龙城区居民普遍认为区内的历史文化资

源，如九龙寨城公园、乐善亭及乐善堂等，

主要集中在 R2A 小区。它们是香港居民的

集体回忆，需要加以保育。另外，R2A 小区的地区特色，如蓬勃的街道面貌也需要保留。除

此以外，居民认为区内亦有其他地方也有些有价值的文物，如五街、十三街毗邻牛棚艺术村。 



48 九龙城市区更新计划| 第一阶段社会影响评估工作报告 

 

III. 社会影响评估问卷调查  

III.1. 研究设计 

III.1.1. 由于受影响区域中的居民和商户会因着不同的环境因素 (如噪音、空气污染、绿化等) 、社区因

素 (如社会资本、互助网络、社区参与等) 及不同的更新建议而面对截然不同的社会影响。有见

及此，研究团队就各受影响区域作社会影响评估问卷调查，以了解现时居民和商户所身处的环

境、这些持份者的背景、他们因应不同更新建议而要面对各种不同的社会影响、出现的反应，

以及他们提出的愿景和纾缓及优化措施。下面是问卷调查的设计蓝图： 

 

图  III. 1   社会影响评估问卷的框架  

 

III.1.2. 基于上述蓝图，顾问团队设计出一份评估居民社会影响的问卷，有关问卷详情请见附录二。至

于商户方面，为了配合各行各业 (包括汽车维修业、食肆、殡仪业、珠宝、工厂/ 商贸等) 不同

的情况，设计出不同的问卷版本，有关问卷详情请见附录三。为了让少数族裔能够参与是次问

卷调查，顾问透过研究员、翻译机构及社会福利机构的的协助，把居民问卷翻译成英文、泰文

及乌都文，又将商户的食肆问卷译成英文及泰文。 

  

现有的环境  

环境因素 

社区因素 

受影响持份者的背景 

居民背景 (业主及租客) 

商户背景 (店主及店员) 

更新建议 

潜在的社会影响 

个人及家庭影响 

社区影响 

环境影响 

文化影响 

对管治的影响 

对身心健康的影响 

对个人权利及业权的影响  

受影响的持份者的反应 

离开 (Exit) 

提出诉求 (Voice) 

顺服改变 (Loyalty) 

不予理会 (Neglect) 

 
 
 
 
  
 

愿景 

纾缓及优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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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1.3. 在此研究中，短期影响指更新工程前及工程进行的时期，中期影响指工程完结后的过渡时期，

长期影响指过渡时期后的长远改变及发展。问卷调查所关注的社会影响包括： 

表 III. 1   重建为区内居民带来的负面影响/忧虑(问卷题目) 

重建对居民的潜在影响  短期 中期 长期 直接 间接 正面 负面 

收购/ 赔偿金额问题        

安置问题/难觅合适居所        

在搬迁的过程和搬迁后身体出现不适应        

因要搬迁而带来不安/恐惧        

因重建而被迫搬出，无家可归        

搬迁后家庭开支/经济负担会更多        

搬迁后居住质素下降 (如地方较小/ 较远)        

搬迁后子女(孙儿)返学/搵学校的问题        

搬迁后与家人的冲突会增加        

搬迁后与亲友的关系疏远        

搬迁后失去现有的社交网络        

搬迁后交通不如现时方便        

搬迁后的就业问题 (如失业、转工)        

搬迁后购买食物(买餸)会不方便        

搬迁后社区的文化与现时不同 (如新社区有新式商

场；或新社区内人与人的关系较以前冷淡) 
       

搬迁后在新社区遭人歧视        

搬迁后难再有熟人或组织为自己的权利发声        

搬迁后购买日用品会更方便        

搬迁后使用各项社会设施会更方便        

搬迁后空气质素得到改善        

搬迁后噪音问题得到改善        

搬迁后楼宇维修得到改善        

搬迁后社区的绿化环境得到改善        

搬迁后社区的治安得到改善        

搬迁后社区的卫生环境得到改善        

搬迁后社区的设施较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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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II. 2   复修或活化对居民的潜在影响  (问卷题目 ) 

复修或活化对居民的潜在影响 短期 中期 长期 直接 间接 正面 负面 

因需要缴付复修工程费用，而引致的经济负担        

因工程而带来不安/恐惧        

工程期间或工程完成后家庭开支/经济负担增加  

(如租金上升) 
       

工程期间或工程完成后身体出现不适应        

工程后物业价格升值        

工程后楼宇及社区管理得到改善        

 

表  III. 3   重建对商户的潜在影响  (问卷题目 ) 

重建对商户的潜在影响 短期 中期 长期 直接 间接 正面 负面 

收购/ 赔偿金额问题        

遣散员工问题/ 失去谋生机会        

 

表  III. 4   复修或活化对商户的潜在影响  (问卷题目 ) 

复修或活化对商户的潜在影响 短期 中期 长期 直接 间接 正面 负面 

因为需要缴付复修工程费用，而引致经济负担        

工程影响现时的生意/ 谋生机会         

复修及活化工程改善了社区吸引力，增加人流/商机        

增强商户网络        

改善社区的商业配套设施        

物业价格升值        

物业租金上升      
 

业主 

 

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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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2. 研究方法 

III.2.1. 样本数目与分类 

III.2.1.1. 社会影响评估问卷调查的样本目标数目如下： 

表  III. 5   问卷的目标数目  

问卷对象 市区更新建议 目标样本数目 

居民  

 

重建优先范围 (R1) 200 

复修及活化优先范围 (R2) 200 

重建及复修混合范围 (R3) 200 

商户 

 

R1 R1 的汽车维修商户 
100 

R1 的非汽车维修商户 

R2 + R3 R2A 的食肆 

200 

R2A 的非食肆 

R2B 和 R3C 的长生店 

R2B 和 R3C 的非长生店 

R3A 和 R3B 的全部商户 

RB RB 区域的珠宝商户 
100 

RB 区域的非珠宝商户 

 

III.2.1.2. 居民问卷不但关注更新建议对(R1、R2 及 R3 业主及租户的社会影响，同时，更尝试从问卷的样

本中，抽取天台屋居民、少数族裔、长者、及新移民，作进一步分析。 

III.2.1.3. 商户问卷方面，顾问以重黠行业作分类基础，这些行业包括 R1 区域的汽车维修商户、R2A 小区

的食肆、R2B 和 R3C 小区的长生店和 RB 区域的珠宝商户。参与问卷调查的有雇主及雇员。 

 

III.2.2. 抽样方法 

III.2.2.1. 是次社会影响评估问卷调查采用了两种抽样方法：分层抽样法 (Stratified Sampling) 和目标便利

抽样法 (Purposive Convenient Sampling) 

III.2.2.2. 分层抽样法：为确保样本有足够的代表性，我们在受影响区域的每条主要街道进行系统性的抽

样，目的是在受影响区域各主要地段都有一定的代表接受问卷调查，亦希望最终可以获得足够

的样本。 

III.2.2.3. 目标便利抽样法：顾问团队主动接触区内的机构，如区议员、地区关注小组和非政府机构，并

通过它们派发问卷。而透过这种方法，我们亦期望可以接触到一些通过分层抽样法未能接触到

的较为「隠性」的社区持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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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2.2.4. 在具体进行居民的问卷调查时，以分层抽样法所得出的回应率较低 (只有两成至四成不等) ，由

于担心在指定的时间内未能获得足够的样本数目，故此顾问团队需要以目标便利抽样法来进行

补充。 

 

表  III. 6   受影响区域与其所属分区的居民目标样本数和实际用分层抽样法和目标便利抽样法所取得的样本数量  

市区更新建

议 

小区 目标样本

数 

抽样方法 实际样本数 
达标率 

(%) 

分层抽

样法 

(a) 

目标便利

抽样法 

(b) 

小区 

(a+b) 

区

域 区域 

重建优先范

围 (R1) 

五街及十三街一带 

(R1A) 56
1
 

200 

41 82 123 

296 148% 
九龙城道/ 落山道一

带 (R1B) 85 
60 37 97 

环字八街/ 银汉街/ 

崇安街一带 (R1C) 59 
25 51 76 

复复及活化

优先范围 

(R2) 

衙前围道一带 (R2A) 
115 

200 

86 19 105 

183 91.5
2
% 温思劳街/ 机利士 南

路一带 (R2B) 85 
55 23 78 

重建及复修

混合范围 

(R3) 

银汉街/ 上乡道/ 贵

州街/旭日街一带 

(R3A) 
116 

200 

113 25 138 

235 118% 庇利街/ 春田街/ 崇

安街一带 (R3B) 26 
15 9 24 

黄埔街/ 宝其利街/ 

芜湖街一带 (R3C) 58 
61 12 73 

 

 

 

 

  

                                                             
1小区的目标样本比例是小区实际人口比例计算出来。 

2在 R2 区域所搜集得的的实际样本数目为 202，但后来在检查问卷和输入数据时，顾问团队发现有 19 份问卷的受访者年龄

不足 18 岁，故这些问卷未有被纳入数据分析内。虽然实际样本数未能达到 200 份的目标，但我们相信少量的欠缺不会影响

分析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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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II. 7   受影响区域与其所属分区的商户问卷目标样本数和实际用分层抽样法和目标便利抽样法所取得的样本数量  

市区更新建议 
目标样本

数目 

抽样方法 
实际样

本数 

达标率 

(%) 分层抽

样法 

目标便利

抽样法 

商

户 

重建优先范围 

(R1) 
汽车维修商户 

100 116 9 125 125% 非汽车维修商

户 

复修及活化优先

范围 (R2) 

+ 

重建及复修混合

范围 (R3) 

R2A 的食肆 

200 229 12 231 116% 

R2A 的非食肆 

R2B 和 R3C 的

长生店 

R2B 和 R3C 的

非长生店 

R3A和R3B的全

部商户 

活化商贸范围 

(RB) 

珠宝商户 
100 23 45 68 68

3
% 非珠宝商户 

 

III.2.2.5. 下图的蓝点为问卷参与者的居所及商户地址。从蓝点的分布来看，无论是居民问卷或是商户问

卷，在各受影响区域的各个地段都有一定的受访者接受调查，因此我们认为所获得的样本具有

合理的代表性。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R3B 区的受访者全是崇字大厦的居民，故研究分析只能代表

该屋苑居民的意见。 

图 III. 2   居民问卷的分布图        图 III. 3   商户问卷的分布图

  

                                                             
3 珠宝商的回应率比预期低，顾问团队多番跟珠宝业商会交流，只能取得 68 个样本。虽然未能达 100 的目标，我们相信分

有合理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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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2.3. 样本概览4
 

表  III. 8   居民问卷的样本概览  

小区 男/女比例 年龄 (平均) 区内居住

年期 

(平均) 

(年) 

租客/业主比例 居住地方

实际面积 

(中位数) 

(平方呎) 

人均家庭收入低于

HK$6000 / 领取综缓  

1a 31.3% / 68.7% 52.77 21.76 45.1% / 54.9% 476.5 40.6% 

1b 45.7% / 54.3% 51.94 21.38 33.3% / 66.7% 368 43.8% 

1c 48.6% / 51.4% 54.58 23.84 17.2% / 82.8% 500 37.9% 

2a 34.7% / 65.3% 51.51 21.14 50% / 50% 400 30.9% 

2b 46.1% / 53.9% 55.61 27.03 18.1% / 81.9% 465 24.2% 

3a 42.6% / 57.4% 56.22 25.03 20.8% / 79.2% 500 44.5% 

3b 37.5% / 62.5% 59.43 27.63 4.5% / 95.5% 700 17.4% 

3c 39.7% / 60.3% 49.43 20.96 43.1% / 56.9% 500 34.3% 

 
表  III. 9   商户问卷的样本概览  

小区 男/女 
年龄  

(平均) 
雇主/ 雇员比例 

区内营业/ 工作年期 

(平均)(年) 

铺位  

实际面积 (中位数) 

(平方呎) 

1a 88.1% / 11.9% 47.58 69.8% / 30.2% 15 500 

1b 54.3% / 45.7% 47.89 50.9% / 39.1% 8 500 

1c 50% / 50% 44.44 69.4% / 30.6% 11.5 350 

2a 43.7% / 56.3% 46.27 60% / 40% 8 700 

2b 68.8% / 31.2% 54.06 65.6% / 34.4% 20 550 

3a 71.2% / 28.8% 45.34 44.3% / 55.7% 5.5 540 

3b 57.7% / 42.3% 43.48 51.9% / 48.1% 9 425 

3c 38.5% / 61.5% 50.15 48.7% / 51.3% 8.75 200 

Jew 42.4% / 57.6% 36.67 22.1% / 77.9% 4.75 1500 

 

  

                                                             
4有关居民问卷的全部背景数据的概览，请参阅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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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3. 居民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 

III.3.1. 简介 

III.3.1.1. 由于现为市区更新计划的草拟阶段，故研究所得只为区内持份者的推测及愿景。 

III.3.1.2. 加权 (Weighting)5：值得注意的是，顾问分析 R1、R2 和 R3 居民的数据时，以统计署 2011 年

度人口普查的小区人口 (R1A、R1B、R1C、R2A、R2B、R3A、R3B 和 R3C) 比例和业主租客

比例去作加权分析。这个做法确保我们的分析能够更合受影响区域人口的特质。 

III.3.1.3. 问卷的资料分析揭示了(1) 市区更新为居民带来的长期、中短期、直接、间接、正面及负面影

响 、(2)居民及商户对市区更新的诉求及 (3)持份者对市区更新的反应 。 

 

居民问卷调查数据分析  

市区更新为居民带来的长期、中短期、直接、间接、正面及负面影响 

重建為區內居民帶來的負面影響/憂慮 (首五項) .......................................................... 錯誤! 尚未定義書籤。 

重建為區內居民帶來的正面影響 (首三項) ................................................................... 錯誤! 尚未定義書籤。 

復修或活化工程為區內居民帶來的負面影響/憂慮 (首四項) ...................................... 錯誤! 尚未定義書籤。 

復修或活化工程為區內居民帶來的正面影響 (首二項) ............................................... 錯誤! 尚未定義書籤。 

居民对市区更新的诉求 

現有居所的更新需要........................................................................................................ 錯誤! 尚未定義書籤。 

樓齡與更新需求的關係.................................................................................................... 錯誤! 尚未定義書籤。 

較理想的收購安排的主導者............................................................................................ 錯誤! 尚未定義書籤。 

在重建過程中期望得到的協助 (首五項) ....................................................................... 錯誤! 尚未定義書籤。 

最嚴重的三項環境問題....................................................................................................................................... 77 

居民对市区更新的反应 

居民對市區更新的反應.................................................................................................... 錯誤! 尚未定義書籤。 

 

 

  

                                                             
5对各种居住形式 (业主或租户) 的个案的加权方法，是对各种个案给予权数。权数计算具体操作如下： 

R1A 小区的”业主”为 3,580 人；”租户” 为 2,453 人。 

R1B 小区的”业主”为 8,658 人；”租户” 为 5,223 人。 

R1C 小区的”业主”为 5,555 人；”租户” 为 4,284 人。 

由这些人口资料 (Population) ，再加上我们实际样本的资料 (Sample) ，我们着手在 SPSS 制作加权 (wgt) ，Syntax 为 

wgt=population$/sapm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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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3.2. 市区更新为居民带来的长期、中短期、直接、间接、正面及负面影响 

重建为区内居民带来的负面影响 /忧虑  (首五项 )  

图  III. 4   重建为区内居民带来的负面影响 /忧虑  (首五项 )   颇大至很大影响   没有至一般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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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为各小区带来的负面影响 

III.3.2.1. 从图 III. 1 所见，在「重建优先范围」 (R1 区域) 中，三个小区受访者所关注的事情大抵相近，

首四位包括「收购/ 赔偿金额」、「安置/搬迁问题」、「经济负担」和「居住质素」。 

III.3.2.2. 当中，稍为不同的是「土瓜湾五街及十三街一带」(R1A 小区) 的受访者亦关注到「无家可归」

的问题；「土瓜湾九龙城道/ 落山道一带」 (R1B 小区) 的受访者则关注重建对他们「购买食

物」带来影响；「土瓜湾环字八街/ 银汉街/ 崇安街一带」的受访者则提出「交通不便」作为

一个主要担心的事项 。 

III.3.2.3. 至于「重建及复修混合范围」 (R3 区域) 的情况也与「重建优先范围」 (R1 区域) 和「复修及

活化优先范围」 (R2 区域) 的类似，受访者首五项最关注的事情也包括了「收购/ 赔偿金额」、

「经济负担」和「居住质素」。然而 「土瓜湾银汉街/ 上乡道/ 贵州街/ 旭日街一带」 (R3A

小区) 的受访者也同时关注到「安置/搬迁问题」和「购买食物」的问题； 「红磡庇利街/ 春

田街/ 崇安街」 (R3B 小区) 的受访者则提出「疏远亲友」和「交通不便」是他们比较担心的

事项；而比较不同的是「红磡黄埔街/ 宝其利街/ 芜湖街一带」 (R3C 小区) ，受访者提出「安

置/搬迁问题」和「交通不便」为他们最担心的事情之一。 

III.3.2.4. 总体来说，在受影响区域当中，受访者都是面对相似的社会影响，包括「收购/ 赔偿金额」、

「安置/搬迁问题」、「经济负担」和「居住质素」，当中首三个都是一些个人及家庭影响的层

面，第四个为社区层面的影响。反而其他层面的社会影响，包括文化、管治、身心健康、对个

人权利及业权等的影响则相对次要。 

业主及租客的忧虑 

III.3.2.5. 表 III. 10 及表 III. 11 分别显示 R1 及 R3 居民对各项社会影响的忧虑程度，分数愈高即愈忧虑。 

III.3.2.6. 从表 III. 10 可见，R1A、R1B 及 R1C 的业主最忧虑的事项乃是「收购/ 赔偿金额问题」、「安

置问题/难觅合适居所」及「搬迁后家庭开支/经济负担会更多」。R1 的租客所关注与业主相近，

R1A 及 R1B 首三项忧虑为「安置问题/难觅合适居所」、「搬迁后家庭开支/经济负担会更多」

及「因重建而被迫搬出，无家可归」，而 R1C 则着重「搬迁后子女(孙儿)返学/转校的问题」多

于「搬迁后家庭开支/经济负担会更多」。可能是因为 R1C 内一些楼宇已被成功收购，所以租

户对重建引致的经济需要已有一定的认识及准备，以致他们较着眼于学童的发展。这解释并不

提出 R1C 的租客不受经济负担困扰。 

III.3.2.7. 从表 III. 11 可见，R3 居民的忧虑没有 R1 那么一致。对于 R3 业主及租客而言，「安置问题/难

觅合适居所」都为他们带来压力。而其他要紧的有「收购/ 赔偿金额问题」、「搬迁后家庭开

支/经济负担会更多」、「搬迁后居住质素下降 (如地方较小/ 较远)」。比较 R1 的租户，R3

的租客明显不太担心会因重建而被迫搬出，无家可归。与其他小区不同的是，R3B 的业主较看

重「搬迁后难再有熟人或组织为自己的权利发声」及 R3C 的租客则看重交通配套。这些数据可

能反映 R3B(只代表崇字大厦居民的意见)内有一些居民组织或代表能为他们有效地争取权益。

根据问卷书面意见的资料，当居民面对重建工程时，他们会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公司、区议员

及负责重建的机构求助。而 R3C 租户对交通便利的需求刚好呼应社区概览的分析，指区内多有

大学生因红磡区就近港铁站而选居于 R3C。 

 

表  III. 10   比较重建为业主及租客带来的负面影响 /忧虑  (R1)  居民最忧虑的首三项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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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为 R1 居民带来的负面影响/忧虑 1A 1B 1C 

业主 租客 业主 租客 业主 租客 

短

期

影

响 

收购/ 赔偿金额问题 
3.87 

[1] 

3.49 

[6] 

3.63 

[1] 

2.96 

[7] 

3.77 

[1] 

3.70 

[6] 

安置问题/难觅合适居所 
3.60 

[2] 

4.28 

[1] 

3.57 

[2] 

3.92 

[2] 

3.40 

[3] 

4.00 

[1/2] 

在搬迁的过程和搬迁后身体出现不适应 
2.46 

[10/11] 

3.12 

[14] 

1.94 

[11] 

2.56 

[11] 

1.91 

[12] 

2.60 

[14/15] 

因要搬迁而带来不安/恐惧 
2.57 

[8] 

3.32 

[9] 

2.18 

[10] 

2.83 

[9] 

1.98 

[11] 

3.20 

[8/9] 

因重建而被迫搬出，无家可归 
2.33 

[14] 

3.74 

[3] 

2.20 

[9] 

3.23 

[3] 

2.15 

[9/10] 

4.00 

[1/2] 

中

期

影

响 

搬迁后家庭开支/经济负担会更多 
3.54 

[3] 

4.27 

[2] 

3.36 

[3] 

4.12 

[1] 

3.65 

[2] 

3.80 

[5] 

搬迁后居住质素下降 (如地方较小/ 较远) 
3.46 

[4] 

3.54 

[4] 

2.40 

[4/5] 

3.08 

[5] 

2.94 

[5] 

3.90 

[4] 

搬迁后子女(孙儿)返学/转校的问题 
2.24 

[15] 

3.33 

[8] 

1.57 

[17] 

2.52 

[12] 

1.72 

[16] 

3.92 

[3] 

搬迁后与家人的冲突会增加 
2.06 

[16] 

3.00 

[16] 

1.60 

[16] 

2.46 

[14] 

1.90 

[13] 

3.00 

[10] 

搬迁后与亲友的关系疏远 
2.46 

[10/11] 

3.21 

[12] 

1.92 

[12/13] 

2.33 

[17] 

1.85 

[14] 

2.60 

[14/15] 

搬迁后失去现有的社交网络 
2.80 

[6] 

3.50 

[5] 

2.22 

[7/8] 

2.88 

[8] 

2.31 

[6/7] 

2.90 

[11] 

搬迁后交通不如现时方便 
2.86 

[5] 

3.08 

[15] 

2.40 

[4/5] 

3.00 

[6] 

3.02 

[4] 

3.40 

[7] 

搬迁后的就业问题 (如失业、转工) 
2.36 

[13] 

3.29 

[11] 

1.92 

[12/13] 

2.76 

[10] 

1.74 

[15] 

3.20 

[8/9] 

搬迁后购买食物(买餸)会不方便 
2.63 

[7] 

3.30 

[10] 

2.38 

[6] 

3.17 

[4] 

2.15 

[9/10] 

2.80 

[12] 

搬迁后社区的文化与现时不同 (如新社区有

新式商场；或新社区内人与人的关系较以前冷

淡) 

2.56 

[9] 

3.46 

[7] 

2.22 

[7/8] 

2.43 

[15] 

2.28 

[8] 

2.67 

[13] 

搬迁后在新社区遭人歧视 
1.80 

[17] 

2.78 

[17] 

1.70 

[15] 

2.48 

[13] 

1.55 

[17] 

2.00 

[17] 

搬迁后难再有熟人或组织为自己的权利发声 
2.44 

[12] 

3.19 

[13] 

1.84 

[14] 

2.41 

[16] 

2.31 

[6/7] 

2.40 

[16] 

注：以上为各项社会影响的  平均数：0 = 现时未能回答；1 = 全没有影响/忧虑；2 = 很少影响/忧虑；3 = 一般影响/忧虑；4 = 颇大影响/

忧虑；5 = 很大影响/忧虑；[  ]内为平均数的排序，1 为最大的影响，2 为第二大的影响，如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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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II. 11   比较重建为业主及租客带来的负面影响 /忧虑  (R3)   居民最忧虑的首三项影响  

重建为 R3 居民带来的负面影响/忧虑 3A 3B6 3C 

业主 租客 业主 租客 业主 租客 

短

期

影

响 

 

收购/ 赔偿金额问题 
2.96 

[3] 

2.22 

[12] 

2.86 

[5] 
4.00 

3.57 

[1] 

2.39 

[11] 

安置问题/难觅合适居所 
3.05 

[1] 

3.56 

[1] 

3.14 

[3] 
2.00 

3.33 

[2] 

3.62 

[2] 

搬迁后家庭开支/经济负担会更多 
3.03 

[2] 

3.35 

[2] 

3.29 

[1] 
4.00 

3.11 

[4] 

3.68 

[1] 

在搬迁的过程和搬迁后身体出现不适应 
2.18 

[9] 

2.12 

[14/15] 

2.24 

[13] 
2.00 

2.19 

[11] 

2.45 

[10] 

因要搬迁而带来不安/恐惧 
2.20 

[8] 

2.20 

[13] 

2.19 

[14] 
2.00 

2.30 

[8] 

2.72 

[6] 

因重建而被迫搬出，无家可归 
2.01 

[11] 

2.50 

[7] 

2.50 

[10] 
2.00 

2.29 

[9] 

2.83 

[4] 

中

期

影

响 

搬迁后居住质素下降 (如地方较小/ 较远) 
2.69 

[4] 

3.17 

[3] 

2.76 

[6] 
4.00 

3.22 

[3] 

2.81 

[5] 

搬迁后子女(孙儿)返学/搵学校的问题 
1.89 

[13] 

2.52 

[6] 

2.29 

[12] 
2.00 

1.81 

[14] 

2.11 

[16] 

搬迁后与家人的冲突会增加 
1.88 

[14] 

2.12 

[14/15] 

2.35 

[11] 
0 

2.08 

[12] 

2.19 

[15] 

搬迁后与亲友的关系疏远 
2.13 

[10] 

2.27 

[11] 

2.52 

[9] 
4.00 

2.28 

[10] 

2.69 

[7] 

搬迁后失去现有的社交网络 
2.33 

[7] 

2.42 

[8] 

2.57 

[8] 
2.00 

2.69 

[6] 

2.58 

[9] 

搬迁后交通不如现时方便 
2.39 

[6] 

2.58 

[5] 

3.05 

[4] 
2.00 

2.73 

[5] 

3.41 

[3] 

搬迁后的就业问题 (如失业、转工) 
1.54 

[16] 

2.40 

[9] 

1.90 

[15/16] 
5.00 

1.67 

[15] 

2.35 

[12] 

搬迁后购买食物(买餸)会不方便 
2.45 

[5] 

2.88 

[4] 

2.63 

[7] 
0 

2.67 

[7] 

2.62 

[8] 

搬迁后社区的文化与现时不同 (如新社区

有新式商场；或新社区内人与人的关系较以

前冷淡) 

1.94 

[12] 

2.00 

[16] 

1.90 

[15/16] 
2.00 

2.03 

[8] 

2.23 

[13/14] 

搬迁后在新社区遭人歧视 
1.53 

[17] 

1.81 

[17] 

1.76 

[17] 
2.00 

1.46 

[17] 

2.23 

[13/14] 

搬迁后难再有熟人或组织为自己的权利发

声 

1.77 

[15] 

2.39 

[10] 

3.15 

[2] 
3.00 

1.63 

[16] 

1.83 

[17] 

注：以上为各项社会影响的平均数：0 = 现时未能回答；1 = 全没有影响/忧虑；2 = 很少影响/忧虑；3 = 一般影响/忧虑；4 = 颇大影响/

忧虑；5 = 很大影响/忧虑；[  ]内为平均数的排序，1 为最大的影响，2 为第二大的影响，如此类推  

                                                             
6只反映崇字大厦居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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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为区内居民带来的正面影响  (首三项 ) 

图  III. 5   重建为区内居民带来的正面影响  (首三项 )      颇大至很大影响   没有至一般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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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3.2.8. 由图 III. 5 所见，虽然在「重建优先范围」 (R1 区域) 和「重建及复修混合范围」 (R3 区域) 的

受访者对市区更新的期望各有不同，但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社区卫生」为因重建而搬迁后三

大最期望的事项之一。这表示「社区卫生」是受访者普遍不满与期望市区更新后能够改善的事

项。此外我们亦发现各受影响区域都有各自不同的期望。 

III.3.2.9. 在「重建优先范围」 (R1 区域) 方面，「土瓜湾五街及十三街一带」(R1A 小区) 的受访者最

期望改善「空气质素」和「社区设施」；「土瓜湾九龙城道/ 落山道一带」 (R1B 小区) 的受

访者则期望改善「社区治安」和「社区绿化」；「土瓜湾环字八街/ 银汉街/ 崇安街一带」 (R1C

小区) 则最期望改善「社区设施」和「楼宇维修」。 

III.3.2.10. 至于在「重建及复修混合范围」 (R3 区域) 方面，「土瓜湾银汉街/ 上乡道/ 贵州街/ 旭日街

一带」 (R3A 小区) 和「红磡黄埔街/ 宝其利街/ 芜湖街一带」 (R3C 小区) 的受访者则期望改

善「空气质素」和「社区设施」；而「红磡庇利街/ 春田街/ 崇安街」 (R3B 小区) 的受访者则

期望改善「社区设施」和「社区绿化」。 

 

表  III. 12   比较重建为业主及租客带来的正面影响  (R1)   居民最期望的首三项改变  

重建为区内居民带来的正面影响 1A 1B 1C 

业主 租客 业主 租客 业主 租客 

中

长

期

影

响 

搬迁后购买日用品会更方便 3.52 3.39 3.34 3.68 3.60 3.30 

搬迁后使用各项社会设施会更方便 3.70 3.72 3.74 3.80 3.77 3.50 

搬迁后空气质素得到改善 4.17 3.95 4.22 3.72 3.87 3.10 

搬迁后噪音问题得到改善 3.98 3.80 4.10 3.62 3.85 3.00 

搬迁后楼宇维修得到改善 4.09 3.82 4.30 4.08 3.94 3.20 

搬迁后社区的绿化环境得到改善 4.09 3.67 4.34 3.92 4.02 3.30 

搬迁后社区的治安得到改善 4.09 3.75 4.22 4.12 4.11 3.40 

搬迁后社区的卫生环境得到改善 4.11 3.78 4.40 4.20 4.17 3.50 

搬迁后社区的设施较完备 4.11 3.72 4.26 3.96 4.10 3.50 

注：以上为各项社会影响的平均数：0 = 现时未能回答；1 = 全没有影响/期望；2 = 很少影响/期望；3 = 一般影响/期望；4 = 颇大影响/

期望；5 = 很大影响/期望 

III.3.2.11.表 III. 12 比较 R1 区业主及租客对重建的期望。从首三项关注事项的分析可见，R1 区的业主及

租户较关注的是「搬迁后楼宇维修得到改善」、「搬迁后社区的卫生环境得到改善」及搬迁后

社区的治安得到改善，小区的业主及租户的期望实没有太大差异。比较不同的是 R1A 的租客较

着重改善空气质素及噪音问题，而 R1C 租户则对社会设施的改善有较大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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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II. 13   比较重建为业主及租客带来的正面影响  (R3)    居民最期望的首三项改变  

重建为区内居民带来的正面影响 3A 3B
7
 3C 

业主 租客 业主 租客 业主 租客 

中

长

期

影

响 

搬迁后购买日用品会更方便 3.47 3.56 3.43 5.00 3.68 3.32 

搬迁后使用各项社会设施会更方便 3.54 3.68 3.52 5.00 3.86 3.36 

搬迁后空气质素得到改善 3.93 3.69 3.81 5.00 4.03 3.68 

搬迁后噪音问题得到改善 3.84 3.62 3.71 5.00 3.84 3.74 

搬迁后楼宇维修得到改善 3.71 3.68 3.52 5.00 3.86 3.46 

搬迁后社区的绿化环境得到改善 3.86 3.77 3.90 5.00 3.94 3.57 

搬迁后社区的治安得到改善 3.83 3.69 3.57 3.00 3.97 3.64 

搬迁后社区的卫生环境得到改善 4.00 3.76 3.76 5.00 4.03 3.61 

搬迁后社区的设施较完备 3.83 3.85 3.81 5.00 3.97 3.48 

注：以上为各项社会影响的平均数：0 = 现时未能回答；1 = 全没有影响/期望；2 = 很少影响/期望；3 = 一般影响/期望；4 = 颇大影响/

期望；5 = 很大影响/期望 

 

III.3.2.12.表 III. 12 比较 R3 区业主及租客对重建的期望。从首三项关注事项的分析可见，业主及租户一

致认同改善空气质素的需要。比较业主及租客，似乎业主较关心绿化环境及改善卫生。 

  

                                                             
7只反映崇字大厦居民的意见 



63 九龙城市区更新计划| 第一阶段社会影响评估工作报告 

 

复修或活化工程为区内居民带来的负面影响 /忧虑  (首四项 ) 

图  III. 6   复修或活化工程为区内居民带来的负面影响 /忧虑  (首四项 ) 颇大至很大影响   没有至一般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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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3.2.13. 如图 III. 6 所见，如果进行复修或活化，大部分受访者最担心的是「家庭开支/ 经济负担增加」

和「工程费用」，而对复修或活化所带来的「身体不适」和「心里不安/ 恐惧」，他们的担心

程度则较低。值得注意的是，「土瓜湾九龙城道/ 落山道一带」 (R1B 小区) 的受访者对于上

面提及的四个因素的担心程度是相约的。 

 

表  III. 14   比较复修或活化工程为业主及租客带来的负面影响 / 忧虑    居民最忧虑的首三项影响  

复修或活化工程为区内居民带来的 

负面影响/忧虑 

2A 2B 

业主 租客 业主 租客 

短

期

影

响 

因需要缴付复修工程费用，而引致的经济负担 
4.20 

[1] 

2.93 

[4] 

3.51 

[1] 

2.73 

[2] 

因工程而带来不安/恐惧 
3.09 

[3] 

2.98 

[3] 

2.63 

[4] 

2.08 

[3/4] 

中

短

期

影

响 

工程期间或工程完成后家庭开支/经济负担增加 (如租金上升) 
3.86 

[2] 

3.64 

[1] 

3.08 

[2] 

3.08 

[1] 

工程期间或工程完成后身体出现不适应 
3.00 

[4] 

3.09 

[2] 

2.74 

[3] 

2.08 

[3/4] 

注：以上为各项社会影响的平均数：0 = 现时未能回答；1 = 全没有影响/忧虑；2 = 很少影响/忧虑；3 = 一般影响/忧虑；4 = 颇大影响/

忧虑；5 = 很大影响/忧虑；[  ]内为平均数的排序，1 为最大的影响，2 为第二大的影响，如此类推 

 

表  III. 15   比较复修或活化工程为业主及租客带来的负面影响 / 忧虑    居民最忧虑的首三项影响  

复修或活化工程为区内居民带来的 

负面影响/忧虑 

3A 3B
8
 3C 

业主 租客 业主 租客 业主 租客 

短

期

影

响 

因需要缴付复修工程费用，而引致的经济负担 
3.44 

[1] 

2.96 

[3] 

4.00 

[1] 

5.00 

 

3.19 

[1] 

2.61 

[4] 

因工程而带来不安/恐惧 
2.70 

[3] 

2.79 

[4] 

2.75 

[2] 
2.00 

2.73 

[4] 

2.93 

[3] 

中

短

期

影

响 

工程期间或工程完成后家庭开支/经济负担增加 

(如租金上升) 

3.24 

[2] 

3.12 

[1] 

3.64 

[4] 
5.00 

3.09 

[2] 

3.11 

[1] 

工程期间或工程完成后身体出现不适应 
2.65 

[4] 

3.00 

[2] 

2.65 

[3] 
5.00 

2.92 

[3] 

3.00 

[2] 

注：以上为各项社会影响的平均数：0 = 现时未能回答；1 = 全没有影响/忧虑；2 = 很少影响/忧虑；3 = 一般影响/忧虑；4 = 颇大影响/

忧虑；5 = 很大影响/忧虑；[  )内为平均数的排序，1 为最大的影响，2 为第二大的影响，如此类推 

 

III.3.2.14. 从表 III. 14 及表 III. 15 看各小的业主都一致担心「因需要缴付复修工程费用，而引致的经济

负担」，而租客则全都忧虑「工程期间或工程完成后家庭开支/经济负担增加 (如租金上升)」。

尤其建议更新范围的地区多有低收入家庭，复修为他们带来的经济负担是不容忽视的。 

  

                                                             
8只反映崇字大厦居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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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修或活化工程为区内居民带来的正面影响  (首二项 ) 

图  III. 7   复修或活化工程为区内居民带来的正面影响  (首二项 )  颇大至很大影响   没有至一般影响  

复修或活化工程为区内居民带来的正面影响 (首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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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3.2.15. 如图 III. 7 所见，大部分受影响地区的受访者都希望复修或活化后，楼宇管理得到改善；而物

业升值为较次要的期望。在众多小区之中，只有「土瓜湾五街及十三街一带」(R1A 小区) 的受

访者对改善楼宇管理和物业价格升值的期望是相约的。 

 

表  III. 16   比较复修或活化为业主及租客带来的正面影响  (R2) 

复修或活化为区内居民带来的正面影响 
2A 2B 

业主 租客 业主 租客 

中

长

期

影

响 

工程后物业价格升值  (业主) 3.09 - 3.33 - 

工程后楼宇及社区管理得到改善 3.93 3.21 3.30 3.55 

注：以上为各项社会影响的平均数：0 = 现时未能回答；1 = 全没有影响/期望；2 = 很少影响/期望；3 = 一般影响/期望；4 = 颇大影响/

期望；5 = 很大影响/期望 

 

表  III. 17   比较复修或活化为业主及租客带来的正面影响  (R3) 

复修或活化为区内居民带来的正面影响 
3A 3B

9
 3C 

业主 租客 业主 租客 业主 租客 

中

长

期

影

响 

工程后物业价格升值  (业主) 2.75 - 3.53 - 3.32 - 

工程后楼宇及社区管理得到改善 3.60 3.46 4.05 5.00 3.83 2.87 

注：以上为各项社会影响的平均数：0 = 现时未能回答；1 = 全没有影响/期望；2 = 很少影响/期望；3 = 一般影响/期望；4 = 颇大影响/

期望；5 = 很大影响/期望 

 

III.3.2.16. 从表 III. 16 及表 III. 17 见，业主及租客都期望楼宇复修能改善楼宇及社区管理。比较业主对

两项正面影响的评分，R2A 区的居民似乎对「工程后物业价格升值」的期望较低。这呼应社区

概览的分析，指该区楼宇严重老化，根本无法透过复修作长远改善。 

 

 

  

                                                             
9只反映崇字大厦居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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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3.3. 居民对市区更新的诉求 

现有居所的更新需要  

图  III. 8   现有居所的更新需要  

 维持现状，无需更新      需要大厦维修 . 

 需要重建 (重建后可以原区居住)   需要重建 (重建后住处“未定”或 “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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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3.3.1. 从图 III. 8 所见，在「重建优先范围」 (R1 区域)，大部分受访者都认为身处的区域需要重建。

而最大部分的受访者认为所身处的地点需要重建的为「土瓜湾五街及十三街一带」 (R1A 小区)，

重建需要的比例占 86%，其次为「土瓜湾九龙城道/ 落山道一带」 (R1B 小区)，占 79%。再其

次为 「土瓜湾环字八街/ 银汉街/ 崇安街一带」 (R1C 小区)，占 70%。 

III.3.3.2. 而在「复修及活化优先范围」 (R2 区域)，受访居民的意见较为分歧。在「龙塘衙前围道一带」 

(R2A 小区)，有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需要重建 (占 51%) 。而「红磡温思劳街/ 机利士南路一

带」 (R2B 小区) 的受访居民中，只有不足四成 (39%) 认为自己所住的区域需要重建。 

III.3.3.3. 在「重建及复修混合范围」 (R3 区域)，大部分的受访者普遍希望能够维持现状和维修。当中

认为自己所住区域需要重建比例最高的为「红磡黄埔街/ 宝其利街/ 芜湖街一带」 (R3C 小区)，

占 45%。其次为「土瓜湾银汉街/ 上乡道/ 贵州街/ 旭日街一带」(R3A 小区) 的受访者，占 42%。

最低为 R3B 小区崇字大厦的受访者，占 26%。 

III.3.3.4. 以上的结果显示现时九龙城市区更新地区咨询平台所提出的市区更新初步方案是有民意基础

的支持，市民的需求与初步方案的建议大抵相同。值得注意的是，「红磡庇利街/ 春田街/ 崇

安街」 (R3B 小区崇字大厦) 的受访者中，有接近六成 (59%) 认为自己所处的楼宇需要维修。 

 

表  III. 18   比较业主及租客对复修 / 重建的看法      居民最忧虑的首三项影响  

小区 
参与研究者的

身份 

维持现状， 

无须更新 
需要大厦维修 

需要重建 – 

重建后可以原区居

住 

需要重建 – 

重建后住处“未定”

或 “无所谓” 

1a 

业主 
2 

(4.1) 

6 

(12.2) 

24 

(49.0) 

17 

(34.7) 

租客 
5 

(12.5) 

8 

(20.0) 

20 

(50.0) 

7 

(17.5) 

1b 

业主 
5 

(10.4) 

2 

(4.2) 

24 

(50) 

17 

(35.4) 

租客 
4 

(18.2) 

8 

(36.3) 

6 

(27.3) 

4 

(18.2) 

1c 

业主 
4 

(8.7) 

1 

(2.2) 

24 

(52.2) 

17 

(36.9) 

租客 
1 

(11.1) 

2 

(22.2) 

3 

(33.3) 

3 

(33.3) 

2a 

业主 
9 

(20.5) 

7 

(15.9) 

22 

(50.0) 

6 

(13.6) 

租客 
20 

(46.5) 

12 

(27.9) 

10 

(23.3) 

1 

(2.3) 

2b 

业主 
13 

(24.1) 

19 

(35.2) 

15 

(27.8) 

7 

(13.0) 

租客 
7 

(53.8) 

4 

(30.8) 

1 

(7.7) 

1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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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 
参与研究者的

身份 

维持现状， 

无须更新 
需要大厦维修 

需要重建 – 

重建后可以原区居

住 

需要重建 – 

重建后住处“未定”

或 “无所谓” 

3a 

业主 
30 

(29.7) 

29 

(28.7) 

28 

(27.7) 

14 

(13.9) 

租客 
4 

(14.8) 

15 

(55.6) 

6 

(22.2) 

2 

(7.4) 

3b 
业主 

3 

(14.3) 

10 

(47.6) 

7 

(33.3) 

1 

(4.8) 

租客 0 1 0 0 

3c 

业主 
7 

(18.9) 

13 

(35.1) 

14 

(37.8) 

3 

(8.1) 

租客 
9 

(33.3) 

6 

(22.2) 

9 

(33.3) 

3 

(11.1) 
注：部分参与研究者提供多于一个答案 

 

III.3.3.5. 表 III. 18 比较业主及租客的意愿。R1A、R1C 及 R3C 的业主及租户的更新意愿最为接近，他们

普遍都期望重建并可以原区居住。比较这三个小区，R1A 及 R1C 希望重建的比例较 R3C 高。

整体来说，租户倾向选择维持现状或进行大厦维修，而业主则倾向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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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龄与更新需求的关系  

图  III. 9  楼龄分布  

 30 年以下的楼宇   30 年至 49 年的楼宇 .   50 年或以上的楼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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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3.3.6. 从图 III. 11 所见，在受访的家庭中大部分都居住于 30 年或以上的楼宇。居住在 50 年以上楼宇

的住户以 R1A(98%)最多，其次是 R1C (96%)，再次是 3C(54%)。在 R3B 区，因为所有样本都

搜集自崇字大厦，所以样本的楼龄全都在 30 年至 50 年间。 

 

图  III. 10   楼龄与更新需求的关系  

 维持现状，无需更新    需要大厦维修 .   需要重建 

   
 

III.3.3.7. 图 III. 10 显示居住于不同楼龄的居民的楼宇更新需要。由于 30 年或以下楼宇的样本太少，只

有 22 个，参考价值不高，故没有列入分析范围。在整个研究范围 (R1、R2 及 R3)中，最希望

重建的是居住于 50 年或以上楼龄楼宇的住户，最希望大厦维修的是居住于 30 至 49 年楼宇的

住户，而最希望维持现状的是居住于 30 年以下楼龄楼宇的住户。 

III.3.3.8. 这数据反映楼龄愈高的楼宇，居民对重建的需求愈大。 

  

23% 

34% 

43% 

30至49年的樓宇 

16% 

15% 

69% 

50或以上的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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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理想的收购安排的主导者  

图  III. 11  较理想的收购安排的主导者  

 由私人发展商收购   由市建局主动收购   .  需求主导计划 / 促进者中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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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3.3.9. 从图 III. 11 所见，大部分受影响区域的受访者都表示由市建局主导的收购是最为理想的，「重

建优先范围」(R1 区域)有 84% - 89%的受访者期望市建局主动收购，「复修及活化优先范围」 (R2

区域) 有 68%-82%，「重建及复修混合范围」 (R3 区域) 有 68%-78%。 

 

表  III. 19   比较业主及租客对收购安排主导者的愿景  

小区 参与研究者的身份 由私人发展收购 由市建局主动收购 需求主导计划/ 促进者中介服务 

1a 

业主 
5 

(12.8) 

34 

(87.2) 
0 

租客 
4 

(11.4) 

28 

(80.0) 

3 

(8.6) 

1b 

业主 0 39 0 

租客 
2 

(11.1) 

14 

(77.8) 

2 

(11.1) 

1c 

业主 
3 

(8.1) 

27 

(73.0) 

7 

(18.9) 

租客 
1 

(12.5) 

7 

(87.5) 
0 

2a 

业主 
6 

(15.0) 

28 

(70.0) 

6 

(15.0) 

租客 
2 

(10.5) 

14 

(73.7) 

3 

(15.8) 

2b 

业主 
6 

(14.0) 

35 

(81.4) 

2 

(4.6) 

租客 
1 

(10.0) 

8 

(80.0) 

1 

(10.0) 

3a 

业主 
9 

(13.8) 

53 

(81.5) 

3 

(4.6) 

租客 
2 

(9.1) 

18 

(81.8) 

2 

(9.1) 

3b 
业主 

1 

(5.0) 

18 

(90.0) 

1 

(5.0) 

租客 0 0 1 

3c 

业主 
4 

(13.9) 

24 

(82.8) 

1 

(3.4) 

租客 
2 

(8.3) 

17 

(70.8) 

5 

(20.8) 

 

III.3.3.10.表 III. 1 显示业主及租客对收购者的意愿。从数据看来，业主及租客都希望由市建局主导收购。

在小区中，R1A、R1B、R2B、R3B 及 R3C 希望由市建局主导收购的业主比租户多，其比例差

异为 1.4%-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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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新过程中期望得到的协助  (首五项 ) 

图  III. 12   在重建过程中期望得到的协助  (首五项 )       颇大至很大影响   没有至一般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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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3.3.11.图 III. 12 显示，受影响区域的受访者对于期望得到的协助都很相似，大部分都围绕着四个纾缓

措施，包括： 1) 原区居住、2) 有人商讨重建补偿、3) 提供楼宇维修的免息贷款、津贴或补助

金和 4) 转介法律咨询服务。当中只有个别小区受访者的首五项期望没有包括全部四项措施。

在「重建优先范围」 (R1 区域) 中，「土瓜湾五街及十三街一带」(R1A 小区) 的受访者亦期望

在重建时能得到帮忙组织居民，以争取权益；「土瓜湾九龙城道/ 落山道一带」 (R1B 小区) 的

受访者则希望得更多楼宇维修咨询服务；「土瓜湾环字八街/ 银汉街/ 崇安街一带」 (R1C 小区) 

的受访者则希望有人提供楼宇维修的咨询及解释更新计划。 

III.3.3.12. 在「复修及活化优先范围」 (R2 区域) 中，「龙塘衙前围道一带」 (R2A 小区) 的受访者期望

能够得到楼宇维修的咨询服务；「红磡温思劳街/ 机利士南路一带」 (R2B 小区) 的受访者，

则希望得到物业估价服务。 

III.3.3.13. 在「重建及复修混合范围」 (R3 区域) 中，「土瓜湾银汉街/ 上乡道/ 贵州街/ 旭日街一带」 (R3A

小区) 的受访者期望有人能帮忙组织居民，也希望有人能提供物业估价服务；「红磡庇利街/ 春

田街/ 崇安街」 (R3B 小区) 除了希望得到楼宇维修的咨询外，也希望能够得到物业估价服务；

「红磡黄埔街/ 宝其利街/ 芜湖街一带」 (R3C 小区) 的受访者则表示希望得到物业估价服务。 

重建时，居民期望得到的协助 
1A 1B 1C 

业主 租客 业主 租客 业主 租客 

获得转介法律咨询的专业顾问服务 
3.70 

(6) 

3.22 

(5/6) 

3.54 

(4) 

3.32 

(4) 

3.72 

(5) 

3.50 

(5/6) 

获得物业估价的专业顾问服务 
3.73 

(5) 

2.65 

(9) 

3.70 

(3) 

2.36 

(8) 

3.87 

(3) 

3.70 

(3) 

获得心理辅导/ 情绪支援 
2.42 

(8) 

2.98 

(8) 

2.22 

(8) 

2.72 

(7) 

2.08 

(8) 

3.60 

(4) 

居民组织起来，争取权益 
3.66 

(7) 

3.35 

(4) 

3.40 

(6) 

3.17 

(6) 

3.51 

(6) 

3.50 

(5/6) 

获得子女转校的协助 
1.86 

(9) 

3.00 

(7) 

1.72 

(9) 

2.14 

(9) 

1.70 

(9) 

3.20 

(8/9) 

原区居住 
4.20 

(2) 

3.85 

(2) 

3.88 

(2) 

3.44 

(3) 

3.80 

(4) 

4.00 

(2) 

有人与您商讨重建补偿事宜 
4.27 

(1) 

3.92 

(1) 

4.34 

(1) 

3.75 

(1) 

4.43 

(1) 

4.50 

(1) 

获邀出席重建或复修的公众咨询 
3.84 

(4) 

3.22 

(5/6) 

3.27 

(7) 

3.65 

(2) 

3.48 

(7) 

3.20 

(8/9) 

有人向您解释九龙城区重建或复修事宜 
3.91 

(3) 

3.43 

(3) 

3.45 

(5) 

3.18 

(5) 

3.96 

(2) 

3.30 

(7) 

注：以上为平均数：0 =不清楚/不知道不清现时未能回答；1 =几乎没有期望；2 =期望很少；3 =期望一般；4 =期望颇大；5 =期望非常大；

(  )内为平均数的排序，1 为期望最大的，2 为第二大的期望，如此类推 

III.3.3.14. 当比较 R1A 业主及租户的期望时，业主及租户不约而同期望「有人与您商讨重建补偿事宜」，

其次是「原区居住」。除此以外，对于业主来说，「有人向您解释九龙城区重建或复修事宜」

及「获得物业估价的专业顾问服务」也相当重要。租客的期望约业主相约，唯 R1C 租客明显教

其他同区持份者更希望「获邀出席重建或复修的公众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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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时，居民期望得到的协助 
3A 3B 3C 

业主 租客 业主 租客 业主 租客 

获得转介法律咨询的专业顾问服务 
3.39 

(3) 

3.22 

(4) 

3.52 

(5) 
5.00 

3.69 

(4) 

2.48 

(2) 

获得物业估价的专业顾问服务 
3.31 

(4) 

2.92 

(6) 

4.05 

(2) 
5.00 

3.9 

(2) 

2.00 

(6) 

获得心理辅导/ 情绪支援 
1.91 

(8) 

2.50 

(9) 

1.90 

(9) 
4.00 

1.89 

(8) 

1.72 

(8) 

居民组织起来，争取权益 
2.79 

(7) 

2.78 

(8) 

3.57 

(4) 
5.00 

3.17 

(7) 

2.39 

(3) 

获得子女转校的协助 
1.49 

(9) 

3.00 

(5) 

1.95 

(8) 
3.00 

1.66 

(9) 

1.65 

(9) 

原区居住 
3.65 

(1) 

3.52 

(1) 

4.24 

(1) 
0.00 

4.09 

(1) 

3.46 

(1) 

有人与您商讨重建补偿事宜 
3.53 

(2) 

3.46 

(2) 

3.78 

(3) 
5.00 

3.85 

(3) 

1.95 

(7) 

获邀出席重建或复修的公众咨询 
2.87 

(6) 

2.91 

(7) 

2.76 

(7) 
5.00 

3.18 

(6) 

2.37 

(4) 

有人向您解释九龙城区重建或复修事宜 
3.24 

(5) 

3.26 

(3) 

3.20 

(6) 
5.00 

3.27 

(5) 

2.26 

(5) 
注：以上为平均数：0 =不清楚/不知道不清现时未能回答；1 =几乎没有期望；2 =期望很少；3 =期望一般；4 =期望颇大；5 =期望非常大； 

III.3.3.15. R3 的业主及租户与 R1 居民的期望相约，当面对重建时，他们最期望「原区居住」，其次是「有

人与您商讨重建补偿事宜」。除此以外，业主更期望「获得物业估价的专业顾问服务」。另外，

R3 居民也希望「获得转介法律咨询的专业顾问服务」、「有人向您解释九龙城区重建或复修

事宜」及「居民组织起来，争取权益」。 

复修时，居民期望得到的协助 
2A 2B 

业主 租客 业主 租客 

获邀出席重建或复修的公众咨询 3.02 

(5) 

2.12 

(4) 

3.32 

(3) 

3.00 

(4) 

有人向您解释九龙城区重建或复修事宜 3.53 

(3) 

2.40 

(2) 

3.20 

(4) 

3.15 

(2/3) 

获得楼宇维修免息贷款、津贴或补助金 (如楼

宇维修综合支援计划) 

4.27 

(1) 

3.00 

(1) 

3.78 

(1) 

3.54 

(1) 

获得楼宇维修专业咨询服务(如法律、测量或工

程) 

4.20 

(2) 

2.24 

(3) 

3.46 

(2) 

3.15 

(2/3) 

获得协助/资助成立业主立案法团 3.35 

(4) 

2.11 

(5) 

2.10 

(5) 

2.08 

(5) 
注：以上为平均数：0 =不清楚/不知道不清现时未能回答；1 =几乎没有期望；2 =期望很少；3 =期望一般；4 =期望颇大；5 =期望非常大；

(  )内为平均数的排序，1 为期望最大的，2 为第二大的期望，如此类推 

III.3.3.16. R2A 及 R2B 业主及租户的期望大致一样。面对复修时，他们都最期望「获得楼宇维修免息贷

款、津贴或补助金 (如楼宇维修综合支援计划)」，其次是「有人向您解释九龙城区重建或复修

事宜」及「获得楼宇维修专业咨询服务(如法律、测量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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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时，居民期望得到的协助 
3A 3B 3C 

业主 租客 业主 租客 业主 租客 

获邀出席重建或复修的公众咨询 
2.87 

(4) 

2.91 

(3) 

2.76 

(5) 
5.00 

3.18 

(3) 

2.37 

(3) 

有人向您解释九龙城区重建或复修事宜 
3.24 

(3) 

3.26 

(1/2) 

3.20 

(3) 
5.00 

3.27 

(2) 

2.26 

(4) 

获得楼宇维修免息贷款、津贴或补助金 (如楼

宇维修综合支援计划) 

3.78 

(1) 

3.26 

(1/2) 

4.29 

(1) 
5.00 

3.42 

(1) 

2.95 

(1) 

获得楼宇维修专业咨询服务(如法律、测量或工

程) 

3.36 

(2) 

2.87 

(4) 

4.19 

(2) 
5.00 

2.97 

(4) 

2.55 

(2) 

获得协助/资助成立业主立案法团 1.93 

(5) 

2.75 

(5) 

3.15 

(4) 
5.00 

2.07 

(5) 

1.85 

(5) 
注：以上为平均数：0 =不清楚/不知道不清现时未能回答；1 =几乎没有期望；2 =期望很少；3 =期望一般；4 =期望颇大；5 =期望非常大；

(  )内为平均数的排序，1 为期望最大的，2 为第二大的期望，如此类推 

III.3.3.17. R3 业主及租户的期望大致一样。面对复修时，他们都最期望「获得楼宇维修免息贷款、津贴

或补助金 (如楼宇维修综合支援计划)」，其次是「有人向您解释九龙城区重建或复修事宜」、

「获得楼宇维修专业咨询服务(如法律、测量或工程)」及「获邀出席重建或复修的公众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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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严重的三项环境问题  

图  III. 13   最严重的三项环境问题     非常差   一般  .  非常好/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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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3.3.18. 从图 III. 13 所见，虽然整体来说，「重建优先范围」 (R1 区域)、「复修及活化优先范围」 (R2

区域) 和「重建及复修混合范围」 (R3 区域) 受访者对现时区内环境不满的事项各有不同，但

他们都选取了「空气质素」、「社区的绿化环境」和「噪音」为该区环境中最差的首五个事项

中的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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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3.3.19. 就小区而言，「土瓜湾五街及十三街一带」(R1A 小区) 、「土瓜湾九龙城道/ 落山道一带」 (R1B

小区)、「龙塘衙前围道一带」 (R2A 小区) 和「土瓜湾银汉街/ 上乡道/ 贵州街/ 旭日街一带」 

(R3A 小区) 的受访者亦关注到「社区/ 街道卫生」和「楼宇维修、安全及管理」为该区其中最

差的环境问题。 

III.3.3.20. 而「土瓜湾环字八街/ 银汉街/ 崇安街一带」 (R1C 小区) 和「红磡温思劳街/ 机利士南路一带」 

(R2B 小区) 的受访者则认为该区另外两个最差的环境问题为「康乐体育设施」不足和「社区/ 街

道卫生」。 

III.3.3.21. 「红磡庇利街/ 春田街/ 崇安街」 (R3B 崇字大厦) 和「红磡黄埔街/ 宝其利街/ 芜湖街一带」 

(R3C 小区) 的受访者，则分别认为「医疗设施」、「康乐体育设施」和「楼宇维修、安全及管

理」为该区其中最差的环境问题。  

III.3.3.22. 因此，在设计任何市区更新计划时，必须回应受访者对该区空气、噪音的不满和增加绿化环境

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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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3.4. 居民对市区更新的反应 

居民对市区更新的反应  

离开 (Exit) 

 

您会离开这个社区 

您会不再理会区内的事情 

提出意见 (Voice) 

 

您会积极为市区更新的事情发表意见 

您会积极与有关方面磋商搬迁或工程等的条件 

顺服改变 (Loyalty) 

 

会积极争取自己的利益 

就算不满意，您都会接受收购 赔偿条件和搬迁安排 

您会跟进有关重建的事，但会尽量避免抗争 

不予理会 (Neglect) 

 

您会见步行步，不会太紧张 

图  III. 14   R1、R2、R3 居民对市区更新的反应  

 

 

 

 

 

 

 

 

 

 

 

 

 

 

 

 

 

 

 

 

 

 

 

 

 

III.3.4.1. 从上图所见，三个受影响区域的受访者对市区更新计划不满的回应状况都差不多。而当中以「重

建优先范围」 (R1 区域) 的受访者比较倾向「提出诉求」 (Voice) 和「不予理会」 (Neglect) ，

而相对较少采取「顺服改变」 (Loyalty) 或「离开社区」 (Exit) 的反应。 

III.3.4.2. 结果显示「重建优先范围」 (R1 区域) 的居民相对其他两区域来说，在未有确定市区更新计划

对他们有甚么影响时，他们会见步行步；但当问题出现时，就比较会主动争取自己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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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4. R1、R2 及 R3 居民问卷书面意见 

III.4.1. 资料来源 

III.4.1.1. 我们在居民问卷内，一共问了 6 条开放式问题(Open-ended questions)，让受访者以书面形式表

达意见。以下的意见整理，以意见的多少作排序(括弧内的数字代表持有该意见的人数)，最多

持份者提出的意见排在首位。 

 

III.4.2. 土瓜湾五街及十三街一带（R1A）   (  ) = 括弧内的数字代表持有该意见的人数 

III.4.2.1. 您对现在居住的楼宇有甚么具体的重建或复修意见？请简述。 

 对住所/ 社区的评价 

1. 居住环境十分恶劣，楼宇状况危险/ 楼宇 50 多年破烂不堪 长久失修(4) 

2. 屋檐漏水，环境卫生差/ 外墙漏水(3) 

3. 权力分散/现业主立案法团名存实亡，住户间不支持，复修效率不高(2) 

 

 对已复修的大厦的评价 

1. 大厦已完成复修工程，希望各住户能爱惜公家设施，保持清洁公德已足够(1) 

 

  对重建/ 复修的建议 

1. 尽快重建(15) 

2. 不喜欢复修(2)，建高楼大厦，改善环境(2)，希望政府主导重建计划(2) 

3. 不要清折(1)，把十三街重建成市区公屋或居屋(1)，新楼不要起太高(1) 

 

 对收购及赔偿的建议 

1. 自住和出租业主的赔偿金额不要相差太大(1)，多点赔偿金额(1)，政府资助(1)，对自住业主

多些协助(1) 

 

 对安置/搬迁的建议 

1. 多建公屋/ 上公屋(5) 

2. 原区安置/搬迁(1)，楼换楼(1)，先安置后重(1) 

 

 对改善楼宇环境的建议 

1. 卫生(5)  

2. 通风系统(2)，升降机(2) 

3. 门钟、楼梯(1)，楼宇管理(1)，消防设备(1)，独立厕所及厨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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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4.2.2. 当遇上重建或复修工程时，您会向甚么人或团体寻求协助？ 

1 社工/ 社会服务机构 34 人 

2 区议员/ 议员 15 人 

3 政府/ 重建局/ 民政事务署 9 人 

4 业主立案法团 3 人 

4 亲人/ 街坊朋友/ 义工 3 人 

 没有提出任何求助对象 63 人 

 

III.4.2.3. 您认为现在九龙城区甚么地方最急切要重建及复修？ 

 十三街 (40) 

 五街 (因五街只得八百多个业权，希望市建局尽快出手，让老业主不用再爬楼梯/  因为影响到海

滨长廊的景观) (26) 

 旧楼/ 40 年楼龄以上，没有升降机.本市区人口老化，楼梯成为不方便老人/ 超过 50 年楼龄的旧区 

(3) 

 九龙城道 (2) 

 环字头大厦 (1)，启德机场 (1)，永耀街 (1)，宋王台道 (1)，有危楼的地方 (1) 

 

III.4.2.4. 您认为区内可增加甚么社区配套设施，如商场、公园及游泳池等？ 

 公园设施/休闲地方/休息椅子(30) 

 游泳池 (25) 

 商场/ 大型商场 (21) 

 运动场/ 体育设施/ 世界级的运动场馆 (5)，图书馆 (4) 

 街市/多层中央街市 (3)，给儿童及老人使用的设施 (3) 

 康乐设施 (2)，社区会堂 /高层综合室 (2)，寺院 (2)，食肆 (2)，地铁站 (2)，绿化 (2)  

 大型游乐场 (1)，社区中心 (1)，戏院 (1)，空气监察站 (1) 

 

III.4.2.5. 有一说法认为九龙城有些特色应该予以保留及发扬，您有甚么意见？ 

 牛棚 (10) 

 九龙城美食街/ 食物文化 (7) 

 宋皇台 (4) 

 寺庙(1)，古北帝庙(1)，十三街(1)，将牛棚发展为特色美食村或夜市(1)，寨城 (1)，押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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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4.2.6. 您对九龙城市区更新还有其他想法吗？ 

 九龙城区是一个连接九龙东区和九龙西的一个区，九龙东和西将发展成城市中的休憩地区 (1)， 

连接海滨长廓至海心公园或海傍 (1)，要用更多的交通方法连接启德社区 (1)，不要浪费时间咨

询 (1) 

 

III.4.3. 土瓜湾九龙城道与落山道一带（R1B） 

III.4.3.1. 您对现在居住的楼宇有甚么具体的重建或复修意见？请简述。 

 对住所/ 社区的评价 

1. 缺乏环境卫生管理(因年久的楼宇多老鼠，蟑螂，蚁等有害动物及昆虫) (3)，没有完善的消

防装置/ 防火设备差 (3) 

2. 噪音大/ 去水的卫生太差(2)，没有管理大厦的立案法团及管理处/ 缺乏维修支援及管理 (2) 

3. 空气差 (1)，外墙渗水 (1)，治安差(上落楼梯不安全，电线及水线等被贼人盗取造成用电

者的生命受威胁) (1)，没有咸水冲厕 (1)，电力安全(最近大厦给人偷去电线，影响电力安

全)担心安全问题 (1)，没有电梯，年纪老的人难以登上更高楼层/本人年老行动不便，医生

告知将来需要用轮椅出入 (1) ， 天台屋危险 (1) ，难于维修 (1) 

 

 对已复修的大厦的评价 

1. 已经复修过，希望收购金额合理 (1) 

 

  对复修的建议 

1. 需要复修 (3) 

2. 希望成立业主立案法团进行楼宇维修，及得到政府资助，因本人年老没有工作，行动不便 

(1) ， 政府部门可介入楼宇维修事宜 (1) ，不喜欢复修 (1) 

 

 对重建的建议 

1. 希望尽快重建，否则会有问题，例如疯狂加租 (7) 

2. 重建，下面设大型商场， 兴建大型屋苑 (1) ，要重建因所有设备如消防设备不符合现时

法律的要求(1) ， 没有需重建的地方，但有以民为本的心去改善居民生活 (1) 

 

 对安置/搬迁的建议 

1. 请政府解决安置问题 (2) ，尽快公屋安置 (2) 

2. 最好以楼换楼方式，换取原区的楼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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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改善楼宇环境的建议 

1. 升降机 (5) 

2. 防火设备及走火通道/ 消防装置/ 安全 (4) 

3. 梯间的安全及卫生/楼梯要扩充不要太斜(3) 

4. 外墙石屎/外墙电线外露危险 (2) 

5. 露台(可晾衫) (1)，隔音措施 (1)，咸水冲厕 (1)，水渠要维修 (1) 

6. 防盗贼 (1) 

 

III.4.3.2. 当遇上重建或复修工程时，您会向甚么人或团体寻求协助？ 

1 区议员/ 议员 22 人 

2 政府/ 重建局/发展局/ 屋宇署/  民政事务署 15 人 

3 社工/ 社会服务机构 9 人 

4 专业人士/合资格的工程师/法援/ 屋宇测量 3 人 

5 亲人/ 同工 2 人 

6 业主立案法团 1 人 

 没有提出任何求助对象 49 人 

 

III.4.3.3. 您认为现在九龙城区甚么地方最急切要重建及复修？ 

 私家街/ 永耀街和鸿光街 (29) 

 唐楼/土瓜湾唐楼/ 楼龄 40 年或以上及没有电梯的楼宇应尽快重建/ 50 年楼龄及消防设备不足

够的楼宇/ 因楼宇已超过 60 年，重建最好尽快 (11) 

 五街及十三街 (7) 

 九龙城道 (4) 

 上乡道(2)，炮仗街 (2) 

 落山道(1)，马头围道 (1)，旧机场 (1) 

 

 

III.4.3.4. 您认为区内可增加甚么社区配套设施，如商场、公园及游泳池等？ 

 商场/ 大型商场 (21) 

 游泳池 (19) 

 公园 (17) 

 公屋/房屋 (3)，体育设施 (3)，单车径 (3)，戏院 (3) 

 老人康乐设施 (2) ， 冷气街市/ 街市 (2) 

 绿化街道/ 更多更大的绿化环境 (1)，公园健身设施 (1)，狗公园 (1)，体育馆 (1)， 熟食商场 

(1)，文化中心 (1)，社区艺术空间 (1)，社区中心 (1)，青少年中心 (1)，幼稚园 (1)，医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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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 (1)，环保回收箱 (1)，公厕 (1) ， 扩阔街道(1)，地铁(1)，要用更多的交通方法连接启

德社区(1)，疗养院 (1) 

 

III.4.3.5. 有一说法认为九龙城有些特色应该予以保留及发扬，您有甚么意见？ 

 宋王台(4) 

 海心公园(3)，庙宇(3) 

 牛棚(2)，街市(2)，九龙寨城公园(2)，不同类型的食店/茶餐厅/ 小食，一条街食区 (2) 

 旧店铺(1)，九龙城码头(1) 

 

III.4.3.6. 您对九龙城市区更新还有其他想法吗？ 

 保留特色需要配合宣传，还要注意是否符合区内主要阶层和年龄层的需要和成本效益 (1)，什

么所谓特色也好，应符合及保护基层生活的环境、空间、文化氛围，而不是一个个大白象，与

生活无关的商场 (1)，搬走牛棚 (1)，重新计划土瓜湾面积 (1)，人口不应太密集 (1) 

 

 

III.4.4. 土瓜湾环字八街/ 银汉街/ 崇安街一带(R1C) 

III.4.4.1. 您对现在居住的楼宇有甚么具体的重建或复修意见？请简述。 

 对住所/ 社区的评价 

1. 楼宇太旧 (1)，环境卫生恶劣 (1)，嘈吵 (1)，树木太少 (1)，水管渗漏 (1)，居住地方太近

食肆 (1)，空气太污染 (1)，交通挤塞 (1) 

 

 对重建/ 复修的建议 

1. 尽快开始重建 (5) 

2. 重建成中小单位 (1)，加快维修 (1)，重建需要迁出，期望长者能获得原区安置/搬迁 (1) 

 

 对收购及赔偿的建议 

1. 支持重建，但怕收购的价钱太低而不能买到相约面积的单位/ 最紧要是价钱问题，极度希

望在九龙城区居住 (1)，尽快由市建局收购 (1) 

 

 对安置/搬迁的建议 

1. 楼换楼 (1)，应优先安置居民 (1) 

 

 对改善楼宇环境的建议 

1. 发展私人住宅 (1)，成立业主立案法团 (1)，厨房及厕所 (1)，升降机 (1)，改善卫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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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4.4.2. 当遇上重建或复修工程时，您会向甚么人或团体寻求协助？ 

1 区议员/ 议员 15 人 

2 业主立案法团 6 人 

3 政府/ 重建局/房协 3 人 

4 社工/ 社会服务机构 2 人 

4 专业人士 2 人 

 没有提出任何求助对象 53 人 

 

III.4.4.3. 您认为现在九龙城区甚么地方最急切要重建及复修？ 

 启明街，因日久失修，危楼风险很高 (5) 

 鸿福街 (4)， 玉成街 (3) 

 马头围道 (2)，荣光街 (2)，土瓜湾 (2) 

 环八街一带残旧楼宇 (1)，十三街 (1)，活化庇利街 (1)，整个九龙城区 (1)，已届 50 年楼龄的

住宅/ 旧楼 (1)，卫生环境差的地区 (1) 

 

III.4.4.4. 您认为区内可增加甚么社区配套设施，如商场、公园及游泳池等？ 

 公园/ 休憩地方 (13) 

 泳池 (8) 

 地铁 (5)， 商场 (4) 

 老人中心/长者服务中心 (3)， 街市 (2)，  

 绿化 (1)，学校 (1)，社区中心 (1)，社区会堂 (1)，健康院 (1)，医院 (1)，戏院 (1)，运动场 (1)，

运动设施 (1)，单车径 (1)，图书馆 (1) 

 

III.4.4.5. 有一说法认为九龙城有些特色应该予以保留及发扬，您有甚么意见？ 

 海心公园/公园 (3) 

 高山剧场 (2)，宋皇台 (2) 

 庙宇 (1)，保持多元化食市 (1)，传统小摊档 (1)，文物 (1) 

 

III.4.4.6. 您对九龙城市区更新还有其他想法吗？ 

 红磡区内的殡仪行业迁离市中心 / 政府补助非牟利的殡仪业 / 政府资助办白事的市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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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4.5. 龙塘衙前围道一带(R2A) 

III.4.5.1. 您对现在居住的楼宇有甚么具体的重建或复修意见？请简述。 

 对住所/ 社区的评价 

1. 钢筋外露 (1)，天花有裂缝 (1)，老鼠多 (1) 

 

 对重建/ 复修的建议 

1. 统一收楼/ 整区一齐拆/统一规划及完善社会设施/ 希望要清拆时是整条街清拆 (7) 

2. 复修可得到资助 (2) 

3. 九龙城区的楼宇应有规划，一高一低十分参差不齐，十分凌乱的感觉，应管制高度(看不见

狮子山了) (1)，保存原有的低密度建筑形式 (1)，严禁屏风楼 (1) 

4. 现时普遍为单幢式重建，社区面貌及旁边楼宇均有不良影响 (1)，九龙城区联合道因很多

大厦已被收购清拆，及有些街道已兴建更高的单位，规划不一致，使九龙城区面貌全非，

市建局应向其他未收购的大厦单位收购及推行高度限制，现时因前后打桩，噪音增加，引

鼠入屋，灰尘较多，生活受影响 (1)，可善用启德机场附近的空间 (1)，如有合资格顾问磋

商具体复修意见较好 (1) 

 

 对收购及赔偿的建议 

1. 会接受重建，最重要有屋住同有钱赔 (1)，重建时有免息贷款，津贴或补助金 (1) 

 

 对安置/搬迁的建议 

1. 楼换楼呎换呎 (6) 

2. 获得公屋/居屋 (3) 

3. 先在启德建屋，然后安排大家搬入/换启德的公屋 (2)，安置于九龙城内/原区居住 (2) 

4. 最紧要有楼，最好由政府安排 (1)，控制租金 (rental rate is very different between Chinese 

people and Ethnic Minorities) (1) 

 

 对改善楼宇环境的建议 

1. 升降机 (5) 

2. 热水炉 (1)，独立厕所 (1)，CCTV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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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4.5.2. 当遇上重建或复修工程时，您会向甚么人或团体寻求协助？ 

1 区议员/ 议员 20 人 

2 社工/ 社会服务机构 12 人 

3 政府/ 重建局/房协 4 人 

3 业主立案法团 4 人 

4 复修公司报价或建筑商 1 人 

4 朋友 1 人 

 没有提出任何求助对象 63 人 

 

III.4.5.3.  您认为现在九龙城区甚么地方最急切要重建及复修？ 

 龙城区 (6) 

 衙前围道 (3) 

 打鼓岭道 (2)，联合道 60-62 号重建，周围已经收购重建，如果中间不重建，会影响街道美观

及环境 (2) 

 狮子石道 (1)，福佬村道 95 号及周边楼宇超过 60 年 (1)，启德街 (1)，九龙城街市附近 (1)，

涉及劏房单位超两成的楼宇及楼龄超过 40 年的楼宇 (1)，危楼 (1)，30 年以上的楼宇 (1)，旧

机场 (1)，城寨，街市附近 (1)，急切修复李基健康院和乐善堂小学，清拆其他附近较旧之楼宇 

(1) 

 

 

III.4.5.4.  您认为区内可增加甚么社区配套设施，如商场、公园及游泳池等？ 

 游泳池 (10) 

 地下停车场/  停车场/ 泊车地方 (7)，商场 (7) 

 公营医院/ 医疗 (5)，社区会堂 (4)，公园 (3)，绿化 (3) 

 戏院 (2)，老人中心/日间老人活动中心 (2)，健身室 (2)，九龙寨城公园 (2)，便利店/晚间食肆 

(2)，地铁站(2)，运动场 (2) 

 Karaoke (1)，社区中心 (1)，狗公园 (1)，单车径 (1)，缓跑径 (1)，广场 (1)，ATM (1)，教导

中文的服务 (1)，电讯设施 (1) 

 

III.4.5.5.  有一说法认为九龙城有些特色应该予以保留及发扬，您有甚么意见？ 

 九龙寨城公园 (11) 

 历史建筑，特色街道/保留原有的历史遗迹，是我们对家园的一种依恋(3) 

 泰国的节日活动/泼水节(2) 



91 九龙城市区更新计划| 第一阶段社会影响评估工作报告 

 

 乐善堂 (1)，泰国美食/食肆/潮州饼食，食品 (1)，旧商店 (1)，应有政府注资，小业主无法负

担 (1)，发扬街道不同美食，成为一个旅游点 (1) 

 

III.4.5.6.  您对九龙城市区更新还有其他想法吗？ 

 应有政府注资，小业主无法负担 (1)，发扬街道不同美食，成为一个旅游点 (1) 

 

III.4.6. 红磡温思劳街/ 机利士南路一带(R2B) 

III.4.6.1. 您对现在居住的楼宇有甚么具体的重建或复修意见？请简述。 

 对住所/ 社区的评价 

1. 剪刀楼设计差，双数楼宇不能上天台，很危险 (1)，垃圾处理问题 (1)，外墙渗水 (1)，酒店太高，

空气不流通，挤迫 (1)，后巷多拜祭物品，食环署请快处理 (1)，劏房问题 (1) 

 

 对重建/ 复修的建议 

1. 希望尽快重建 (2)，若决定后， 应尽快有时间表及依时进行 (2) 

2. 不论重建/复修/美化都要将工程分阶段，减低对市民生活，活动的影响 (1)，比较希望重建多于复

修 (1)，最好重建收购，如要维修最好由政府收集业主授权分数后由政府处理及收取费用 (1)，温

思劳街要重建，不要复修，更改复修机制 (1)，黄埔街附近的旧楼应该内部维修，但保留外墙/粉饰

外墙，保留文化特色 (1)，重建必嘉围 (1)，地铁征用公会土地，忽视了机利士南路，应该多建设

施，改善空气 (1)，政府收购比私人好；私人发展商自私，可能未顾及市民意见及利益。应由政府

重新规划，禁止私人发展商收楼，然后发展高尚住宅用地或酒店 (1)，希望政府主动进行复修，减

轻业主经济负担 (1)，尽快做大厦维修工程 (1) 

 

 对殡仪及相关行业的建议 

1. 将殡仪馆聚集在一起，不要分散各处，或不要建在大路，可集中放在同一栋大厦 (2) 

2. 殡仪业应远离民居 (1)，设缓冲区 (1)，全部封锁骨灰事宜，不要再有商馆纷争/ 不要再有骨灰商

店 (1)，清拆殡仪馆，骨灰道堂/ 搬走殡仪馆 (1) 

 

 对收购及赔偿的建议 

1. 希望赔偿可足够购买同区 7 年楼龄的私人楼宇(1)，有合理收购价钱(1)，旧楼重建、政府收购(1) 

 

 对安置/搬迁的建议 

1. 楼换楼 (2) 

2. 重建可原址楼换楼居住 (1)，若必要重建，政府最好给予公屋(非原区，因空气差) (1) 

 

 对改善楼宇环境的建议 

1. 外墙装修 (2) 

2. 升降机 (1)，水渠要驳上顶层 (1)，改善楼梯 (1)，劏房引致空气污染 (1)，改善大厦管理 (1)，改

善通风问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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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4.6.2. 当遇上重建或复修工程时，您会向甚么人或团体寻求协助？ 

1 区议员/ 议员 26 人 

2 业主立案法团/ 管理公司 7 人 

3 政府/ 市政局/ 民政事务处/ 重建局 4 人 

4 专业人士/ 律师/ 测量师 3 人 

5 朋友/ 街坊/ 家人 2 人 

 没有提出任何求助对象 39 人 

 

III.4.6.3. 您认为现在九龙城区甚么地方最急切要重建及复修？ 

 有殡仪馆的街道 (15) 

 必嘉街 (5)，50 年以上的房屋/唐楼/旧楼超过 40 年 (4) 

 温思劳街 (3)，十三街、五街唐楼 (3)，老龙坑街 (2) 

 宝其利街 (1)，曲街 (1)，获嘉街 (1)，全部封锁骨灰事宜，不要再有商馆纷争 (1)，红磡 (1) 

 

III.4.6.4. 您认为区内可增加甚么社区配套设施，如商场、公园及游泳池等？ 

 公园/(可小型)分散各小区内 (25) 

 商场 (8)，多种树木/ 需要多绿化环境，较清雅 (8) 

 游泳池 (6)，医疗/医院 (5) 

 图书馆 (2)，老人设施/ 老人家需要有地方做运动 (2)，室内康乐设施 (2)，正式运动场 (2)，扩阔主要

马路/ 街道/行人道/ 鹤园街一带道路比较窄 (2) 

 大酒店附近多加车位，重建机利士南路一带殡仪业 (1)，老人中心 (1)，游乐场 (1)，晨运区 (1)，足球

场 (1)，改善篮球场地面 (1)，市政大厦 (1)，街市 (1)，剧院 (1)，停车场 (1)，街上多设椅子 (1)，避

雨亭 (1)，地铁出口 (1)，地铁多扶手电梯 (1)，天桥应直达火车站 (1)，街道旁的花槽可增加但常有人

淋水 (1)，酒楼 (1) 

 

III.4.6.5. 有一说法认为九龙城有些特色应该予以保留及发扬，您有甚么意见？ 

 观音庙/ 庙宇 (14) 

 宋皇台 (4)，寨城公园 (2) 

 历史文化，古物可保留及发扬，加深市民对本区的认识及了解往事文化 (1)，全部无须保留 (1) 

 

III.4.6.6. 您对九龙城市区更新还有其他想法吗？ 

 应拆/搬走货仓 (1)，尖沙咀星光大道连接黄埔 (1)，扩阔火车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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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4.7. 土瓜湾银汉街/ 上乡道/ 贵州街/ 旭日街一带(R3A) 

III.4.7.1. 您对现在居住的楼宇有甚么具体的重建或复修意见？请简述。 

 对住所/ 社区的评价 

1. 交通要改善，太乱 (2) 

2. 大厦石屎剥落 (1) ，好嘈 (1)，旧楼没有电梯 (1)，电梯常坏 (1)，卫生差，有狗粪 (1)，环境旧，

面积细 (1) 

 

  对重建/ 复修的建议 

1. 最好重建/ 要重建，不要维修，太旧 (7) 

2. 早点复修 (2)，政府必须付修复钱 (2) 

3. 没有必要重建 (1)，尽快收购 (1)，太多空置大厦，尽量重建为其他用途 (1)，政府资助业主重建复

修 (1)，政府必须付修复钱 (1) 

 

 对收购及赔偿的建议 

1. 政府付重建钱 (1) 

 

 对安置/搬迁的建议 

1. 楼换楼 (3) 

2. 原区居住 (2) 

3. 应优先安置居民 (1)，合理租金 (1)，安置上公屋，想搬去环境较好的别区 (1) 

 

 对改善楼宇环境的建议 

1. 卫生 (5) 

2. 通风 (2)，车房与市民分开，因为楼下车房噪音大，空气差 (2) 

3. 改善天花石屎 (1)，天井清理 (1)，街道清洁 (1)，大厦保安安全，应加密码大门 (1) 

 III.4.7.2. 当遇上重建或复修工程时，您会向甚么人或团体寻求协助？ 

1 区议员/ 议员 25 人 

2 政府/ 市建局/ 政府网站 6 人 

3 社工/ 社会服务机构 5 人 

4 业主立案法团/ 管理公司 5 人 

5 收购者 1 人 

5 社区人 1 人 

 没有提出任何求助对象 9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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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4.7.3. 您认为现在九龙城区甚么地方最急切要重建及复修？ 

 五街、十三街、环字八街优先重建 (9) 

 唐楼先复修 (5)， 美景街 (4) 

 美景楼/美景楼一期 (3)，土瓜湾 (3) 

 九龙城道/ 九龙城道街市一带 (2)，落山道 (2) 

 荣光街，鸿福街 (1)，美华街 (1)，咸水楼 (1) 

 

III.4.7.4. 您认为区内可增加甚么社区配套设施，如商场、公园及游泳池等？ 

 商场/ 大型商场 (24) 

 扩大公园 (21)，游泳池 (14) 

 地铁 (3) 

 医院 (2)，政府诊所 (2)，绿化环境 (2) 

 社区会堂 (1)，图书馆 (1)，体育设施 (1)，运动场 (1)，长者设施 (1)，休憩地区 (1)，戏院 (1)，加阔

行人路 (1)，解决交通塞车问题 (1) 

 

III.4.7.5. 有一说法认为九龙城有些特色应该予以保留及发扬，您有甚么意见？ 

 宋皇台 (3) 

 海心公园鱼尾石 (2) ，公园 (2) 

 启德机场 (1)，古迹 (1)，小商场 (1)，图书馆 (1) ，屠房 (1)，庇利街食街 (1)，饮食业 (1) 

 

III.4.7.6. 您对九龙城市区更新还有其他想法吗？ 

 沿海从红磡到观塘打通 (1)，增加地区之间的联系(1) 

 

III.4.8. 红磡庇利街/ 春田街/ 崇安街一带(R3B) 

III.4.8.1. 您对现在居住的楼宇有甚么具体的重建或复修意见？请简述。 

 对住所/ 社区的评价 

1. 墙，水渠需要维修 (1) 

 对重建/ 复修的建议 

1. 整体装修 (1)，洗手间，厨房需要维修 (1)，旧楼维修后不应再重建，浪费公帑，应将重建范围扩

大，不应限于个别街道 (1) 

 

 对改善楼宇环境的建议 

1. 增加大厦门口走廊空气流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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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4.8.2. 当遇上重建或复修工程时，您会向甚么人或团体寻求协助？ 

1 业主立案法团/ 管理公司 8 人 

2 一同有份参与重建的人/ 相关机构 2 人 

3 区议员/ 议员 2 人 

4 政府 1 人 

 没有提出任何求助对象 13 人 

 

III.4.8.3. 您认为现在九龙城区甚么地方最急切要重建及复修？ 

 环字八街(4) 

 木厂街(1)，春日街(1)，土瓜湾道旧楼(1)，比较旧的大厦都需要，例如去水(污水位)有气味，希望得到

解决(1)，红磡(1) 

 

III.4.8.4. 您认为区内可增加甚么社区配套设施，如商场、公园及游泳池等？ 

 公园(5)，游泳池(4)，康乐设施(2) 

 维修更新公用设施(1)，戏院(1)，运动场(1)，单车径(1)，老人康乐设施(1)，市政大楼(1)，图书馆(1)，

医疗服务(1)，商场(1)，社区中心(1)，绿化(1) 

 

III.4.8.5. 有一说法认为九龙城有些特色应该予以保留及发扬，您有甚么意见？ 

 维修更新公用设施 (1)，观音庙 (1)，工艺艺术，中国传统特色 (1) 

 

III.4.9. 红磡黄埔街/ 宝其利街/ 芜湖街一带(R3C) 

III.4.9.1. 您对现在居住的楼宇有甚么具体的重建或复修意见？请简述。 

 对住所/ 社区的评价 

1. 黄埔楼宇快将 50 年，楼宇状况较差(1)，外墙很旧，许多窗机，冷气机年久失修，有潜在风险(1)，

噪音很大(1)，空气质素差(1)，大部分都很好(1) 

 

 对重建/ 复修的建议 

1. 黄埔楼宇地点适合发展大型屋苑(1)，快速重建(1)，复修为大前提(1)，尽快复修(1)，重视外墙维修

(1)，建居屋和公屋(1) 

 

 对改善楼宇环境的建议 

1. 管理治安(2)，水渠(2) 

2. 改善走火通道(1)，卫生(1)，楼梯(1)，清洁工程(1)，墙身(1)，档房引致天花漏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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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4.9.2. 当遇上重建或复修工程时，您会向甚么人或团体寻求协助？ 

1 区议员/ 议员 13 人 

2 政府/ 市建局/ 康文署/ 地政署 10 人 

3 业主立案法团/ 邻居 6 人 

4 社工/ 社会服务机构 1 人 

4 工程人员 1 

 没有提出任何求助对象 45 人 

 

III.4.9.3. 您认为现在九龙城区甚么地方最急切要重建及复修？ 

 黄埔街，宝其利街，差馆里，必嘉街、马头围道旧楼(8)，红磡及土瓜湾(7) 

 50 年以上楼宇/唐楼(5)，芜湖街(3) 

 差馆里(2)，宝其利街(2)，机利士南路(2)，庇利街(2)，五街十三街(2)，必嘉街现时有很多 40-50 年楼龄

的大厦(楼高只有 5-6 层)，如果重建便会增加多些土地供应，对全港都有好处(2)， 

 银汉街(1)，红磡广埸(1) 

 

III.4.9.4. 您认为区内可增加甚么社区配套设施，如商场、公园及游泳池等？ 

 公园(27) 

 商场(5)，医院，特别心理和精神科(5) 

 运动设施(3)，游泳池(3)，休憩设施(3)，图书馆(3)， 

 政府诊所(2)，运动埸(2)，老人中心(2)，绿化设施(2)  

 康乐设施(1)，健身地方(1) 

 戏院(1)，车位(1)，黄埔地铁(1)，过海交通(1)，马路(1) 

 

 

III.4.9.5. 有一说法认为九龙城有些特色应该予以保留及发扬，您有甚么意见？ 

 土地庙 (2) 

 观音庙 (1)，宋皇台(1)，码头(1)，土瓜湾唐楼(1)，小商家(1)，交通配套(1)，历史文物(1)，饮食业(1) 

 

III.4.9.6. 您对九龙城市区更新还有其他想法吗？ 

 步行径最好延伸至启德邮轮码头，增加旅游景点 (2) 

 伸延步行径至海心公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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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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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5. 个别群组的分析 

III.5.1. 天台屋与少数族裔 

III.5.1.1. 我们从 R1、R2 与 R3 区域的样本中，抽取天台屋居民与少数族裔作进一步分析。参与居民问

卷调查的天台屋居民共有 9 户，3 户为业主、2 户租客，其他不详。他们全都住在 R1A 区。少

数族裔有 52 户，印度藉占 12.8%，巴基斯坦藉占 23.4%，菲律宾藉 6.4%，印尼藉占 2.1%，泰

国藉占 55.3%。他们居所的地域分布为 R1A 有 11 户，R1B 有 4 户，R1C 有 4 户，R2A 有 26

户，R2B 有 3 户，R3A 有 2 户，R3 有 22 户。他们 7 户为业主，38 户为租客，其他不详。 

 

现有居所的更新需要 

 

 维持现状，无须更新    

 需要大厦维修 . 

 需要重建 (重建后可以原区居住) 

 需要重建 (重建后住处“未定”或 “无

所谓”) 

  
 
 

III.5.1.2. 从上图所见，这些持份者对于自己所身处的区域应该维持现状、维修或是重建各有不同意见。

天台屋居民的意见较为两极化，有一半的居民认为应该维持现状，另一半的居民则支持重建。

少数族裔的意见则较为平均，赞成维持现况、重建和维修的意见分别占 38%、33%和 29%。 

 

重建为天台屋及少数族裔居民带来的负面影响/忧虑 (首五项)  

 颇大至很大   没有至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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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5.1.3. 从上图所见，各持份者所关注的事情大抵相同，全都将「安置/搬迁问题」、「经济负担」、「无

家可归」和「居住质素」放在首五项关注的事项中。 

III.5.1.4. 当中，天台屋的居民亦关注「收购/ 赔偿金额」的问题，这可能出于他们认为自己是业主，在

将来重建时，可以获得赔偿。少数族裔亦提出「交通不便」的问题，这可能反映出他们较关注

居住地方与工作地方的交通连系。 

III.5.1.5. 值得注意的是，天台屋居民和少数族裔都提出了在重建后担心会有「无家可归」的问题，这是

其他受影响区域的居民和持份者较少提及的。 

 

重建为天台屋及少数族裔居民带来的正面影响 (首三项) 

 颇大至很大   没有至一般 

  

III.5.1.6. 从上图所示，天台屋居民和少数族裔对市区更新的期望各有不同，但都将「治安」列为三大期

望的事项之一，希望搬迁后「治安」的问题能得到改善。 

III.5.1.7. 除了「治安」外，天台屋居民也希望搬迁后能够改善「卫生环境」和「社区设施」；少数族裔

则希望搬迁后「空气质素」和「楼宇维修」能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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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修或活化为天台屋及少数族裔居民带来的负面影响/忧虑 (首四项)  

 颇大至很大   没有至一般 

  

III.5.1.8. 如图所见，如果进行复修或活化，天台屋居民和少数族裔最担心的事项大抵相同，关注「家庭

开支/ 经济负担增加」和「工程费用」的影响。其次担心的事项为「身体不适」和「心里不安/ 

恐惧」。 

 

复修及活化为天台屋及少数族裔居民带来的正面影响/忧虑 (首二项)  

 颇大至很大   没有至一般 

  
 

III.5.1.9. 如图所示，天台屋居民和少数族裔都希望复修和活化后，楼宇的质素得到改善；而物业价格升

值为较次要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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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屋及少数族裔居民对市区更新的反应 

 

离开 (Exit) 

 

您会离开这个社区 

您会不再理会区内的事情 

 

提出意见 (Voice) 

 

您会积极为市区更新的事情发表意见 

您会积极与有关方面磋商搬迁或工程等的条件 

 

顺服改变 (Loyalty) 

 

会积极争取自己的利益 

就算不满意，您都会接受收购 赔偿条件和搬迁安排 

您会跟进有关重建的事，但会尽量避免抗争 

 

不予理会 (Nelgect) 

 

您会见步行步，不会太紧张 

 
 

 
 

 
 

III.5.1.10. 从上图所见，如果有关方面未能解决受影响居民所担心的事项时，天台屋居民和少数族裔有不

同的反应，天台屋的居民会偏向「提出意见」，而少数族裔则较表现得无棱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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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屋及少数族裔居民认为最严重的五项环境问题 

 非常差/ 颇差    一般    非常好/ 颇好 

  

III.5.1.11. 从上图所见，天台屋居民和少数族裔的共同关注问题有康乐设施不足和楼宇失修及欠管理。 

III.5.1.12. 此外，天台屋的居民也关注「街道卫生」、「社区治安」和「医疗设施」的问题；少数族裔则

提出了「空气质素」、「社区绿化」和「噪音」的问题。 

 

天台屋及少数族裔居民在重建过程中期望得到的协助 (首五项)  

 颇大至很大   没有至一般 

  
  

III.5.1.13. 上图资料显示，天台屋的居民和少数族裔对重建的期望大抵相同，都选了「原区居住」、获得

「维修贷款或补助金」和「有人商讨补偿事宜」。 

III.5.1.14. 天台屋的居民亦希望有人提供「组织居民」的协助和「解释更新事宜」；少数族裔除了期望有

人提供「组织居民」的协助外，也希望获得「心理辅导/ 情绪支缓」。值得注意的是，希望获

得「心理辅导/ 情绪支缓」是其他受影响区域的居民和持份者较少提及的，因此，有关方面在

提供纾缓措施给持份者时，要有具体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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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屋及少数族裔居民认为较理想的收购安排主导者 

 由私人发展商收购  由市建局主动收购  .  需求主导计划/ 促进者中介服务 

  
 
 

III.5.1.15. 从上图所见，天台屋居民和少数族裔收购安排有不同的期望。少数族裔方面，有接近七成居民

认为由市建局主动收购较理想，其次是由私人发展商收购及需求主导计划/ 促进者中介服务，

分别占 24%及 8%；至于天台屋居民的意见较两极化，有一半的居民认为由市建局主动收购较

理想，另一半认为应由私人发展商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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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5.2. 长者与新移民 

III.5.2.1. 顾问从 R1、R2 与 R3 区域的样本中，抽取长者和新移民作进一步分析。参与研究的长者共 262

户。他们的居所分布为 R1A 有 47 户，R1B 有 34 户，R1C 有 33 户，R2A 有 33 户，R2B 有 34

户，R3A 有 73 户，R3B 有 15 户 R3C 有 28 户，当中业主占 13.1%，租客占 75.1%，其他不详。

楼龄分布是 10 年或以下的占 2.4%，30 至 50 年的占 41.1%，50 年或以上的占 42.1%。新移民

共 43 户。他们的住所分布为 R1A 有 13 户，R1B 有 10 户，R1C 有 3 户，R2A 有 6 户，R2B 有

2 户，R3A 有 7 户、R3C 有 10 户，当中 43.1%为业主，41.2%为租客。楼龄分布是 10 年或以

下的占 2%，30 至 50 年的占 33.3%，50 年或以上的占 45.1%。 

III.5.2.2.  

 

现有居所的更新需要 

   

 维持现状，无须更新  

 需要大厦维修 

 需要重建 (重建后可以原区居住) 

 需要重建 (重建后住处“未定”或 

“无所谓”) 

 
 
 

III.5.2.3. 从上图所见，大部分长者和新移民对于自己所身处的区域倾向认为需要重建。 

III.5.2.4. 长者方面，有超过一半 (56%) 的受访长者认为身处的区域需要重建；而认为应该维持现状和

维修的百份比分别为 25% 和 19%。大部分 (63%) 的新移民也普遍希望所身处的区域能够重

建，而认为应该维持现状和维修的受访者则分别占 25%和 12%。 

 

重建为长者及新移民带来的负面影响/忧虑 (首五项)  

 
  

 颇大至很大   

 没有至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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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5.2.5. 从上图所见，各长者和新移民所关注的事情大抵相同，全都将「安置/搬迁问题」、「经济负担」、

「收购/ 赔偿金额」和「居住质素」放在首五项关注的事项中。当中，长者亦则担心「购买食

物」的问题；新移民则提出失去「社交网络」的问题，反映出新移民重视区内形成的人与人关

系。 

重建为长者及新移民带来的正面影响 (首三项) 

 颇大至很大   没有至一般 

 

III.5.2.6. 从上图所示，长者和新移民对市区更新的期望各有不同，但都将「卫生环境」列为三大期望的

事项之一。 

III.5.2.7. 除了「卫生环境」外，长者亦期望「空气质素」和「绿化环境」不足的问题得到改善；新移民

则希望市区更新能够改善「治安」和「社区设施」的问题。  

 

复修及活化为长者及新移民带来的负面影响/忧虑 (首四项)  

 颇大至很大   没有至一般 

 

III.5.2.8. 如图所见，如果进行复修或活化，长者和新移民最担心的事项是相同的，依次为「工程费用」、

「家庭开支/ 经济负担增加」、「身体不适」和「心里不安/ 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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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修及活化为长者及新移民带来的正面影响 (首二项)  

 
 
 
 

 颇大至很大   

 没有至一般 

 
 
 
 
 
 
 

 

III.5.2.9. 如图所示，长者和新移民都希望复修和活化后，楼宇的质素得到改善；而物业价格升值为较次

要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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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5.2.10. 从上图可见，如果有关方面未能解决担心的事情，长者和新移民的反应是相约，他们都偏向提

出意见或不予理会。但相较长者，有更多的新移民会决定离开社区，这反映新移民对搬迁有更

大的适应性。 

 

长者及新移民认为最严重的五项环境问题 

 非常差/ 颇差    一般    非常好/ 颇好 

  
 

III.5.2.11. 从上图所见，长者和新移民共同不满的事项为社区绿化不足、空气质素差、噪音和街道不卫生。 

III.5.2.12. 除此之外，长者亦提出了「康乐设施」不足的问题；新移民则提出「楼宇维修及管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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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者及新移民在重建过程中期望得到的协助 (首五项) 

 颇大至很大   没有至一般 

  

III.5.2.13. 上图资料显示，长者和新移民对重建的期望大抵相同，都选了「原区居住」、获得「维修贷款

或补助金」和「有人商讨补偿事宜」为首五项的期望的事情。除此之外，长者亦希望获得「组

织居民」的协助和「楼宇维修咨询服务」；新移民则希望得到「法律咨询服务」和「物业估价

服务」。 

长者及新移民认为较理想的收购安排主导者 

  

 由私人发展收购  

 由市建局主动收购   

.  需求主导计划/ 促进者中介服

务 

 
 
 

 

III.5.2.14. 从上图所示，长者和新移民均认为市建局主导的收购是最理想的。 

III.5.2.15. 大部分的受访长者和新移民 (介乎 74% - 83%之间) 均认为市建局为最理想的收购者；其次则

为私人发展商，介乎 10% - 18%不等，再次之为需求主导计划/ 促进者中介服务，介乎 7% - 8%

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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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6. 商户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 

III.6.1. 建议重建优先范围的汽车维修业(R1) 

III.6.1.1. 以下为「重建优先范围」 (R1 区域) 的汽车维修业及其他行业的比较。汽车维修业填答的问卷

共 36 份，R1A 有 30 份，R1B 有 1 份，R1C 有 5 份。雇主占 77.8%，雇员占 22.2%。非汽车维

修业填答的问卷共 89 份，R1A 有 13 份、R1B 有 45 份、R1C 有 5 份。雇主占 61.8%，雇员占

38.2%。 

重建为商户带来的负面影响/忧虑 (首二项) 

 

 

 颇大至很大 

 没有至一般 

 

 

 

 

 

 

III.6.1.2. 从上图可见，「重建优先范围」 (R1 区域) 的受访商户都关心赔偿和收购的问题。值得注意的

是，汽车维修商户对遣散员工/ 失去谋生机会的反应相对较大。有关结果突出了汽车维修业从

业员的出路问题。相对于其他行业，更担心因重建而带来的生计问题。 

商户认为最严重的五项环境问题  

 非常差/ 颇差   一般  .  非常好/ 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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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6.1.3. 从上图可见，「重建优先范围」 (R1 区域)的汽车维修业和其他行业所关注的社会状况事项相

约，当中最差的首五项中，有四项相同，包括「社区的绿化环境」、「楼宇维修维、安全和管

理」、「泊车位的供应和位置」和「空气质素」。与此同时，汽车维修业的受访者表示也关注

社区/ 街道环境的卫生问题；而非汽车维修业也关注噪音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汽车维修

业或其他行业均认为社区的绿化环境不足是该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进行市区更新时，应

注意改善绿化环境。 

商户在重建过程中期望得到的协助 (首五项) 

 颇大至很大   没有至一般 

 

III.6.1.4. 从上图可见，「重建优先范围」 (R1 区域) 的汽车维修业和其他行业受访者的期望相约，由最

期望到不期望，依次为：1) 在重建时获得合理赔偿；2) 有人商讨重建补偿；3) 获得法律咨询

服务；4) 获得搬迁协助；和 5) 有人能够解释更新计划的事宜。 

商户认为较理想的重建搬迁安排 

 颇大至很大   没有至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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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6.1.5. 从上图可见，「重建优先范围」 (R1 区域) 的汽车维修业和其他行业受访者的认为最理想的安

排相约，由最理想到不理想，皆为 1) 原区重新营运；2) 楼宇得到复修，可以长期营业和 3) 搬

到其他地区营运。 

III.6.1.6. 值得注意的是，汽车维修业的受访者虽与非汽车维修业的受访者一样，较为不愿搬到其他地区

营运，但图表表示他们相对其他行业较为接受搬迁的安排。 

III.6.1.7. 结果显示汽车维修业相对区内其他的行业对搬迁到其他地区重新营运的安排有较大的接受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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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6.2. 龙塘衙前围道一带的食肆(R2A) 

III.6.2.1. 以下为「龙塘衙前围道一带」 (R2A 小区) 食肆及非食肆的比较。食肆填答的问卷共 28 份，雇

主占 60.7%，雇员占 39.3%。非食肆填答的问卷共 52 份，雇主占 59.6%，雇员占 40.4%。 

复修或活化为商户带来的负面影响/忧虑 

 

 

 颇大至很大  

 没有至一般 

 

 

 

 

 

 

 

 

 

 

III.6.2.2. 从上图所见，「龙塘衙前围道一带」 (R2A 小区) 的食肆和非食肆担心的事情相约，他们会比

较担心复修会影响现时的生意或谋生机会，其次为担心复修工程的费用。 

商户认为最严重的五项环境问题 

 非常差/ 颇差    一般    非常好/ 颇好 

 

III.6.2.3. 从上图所见，「龙塘衙前围道一带」 (R2A 小区) 的食肆和非食肆的受访者对社区的问题有颇

相似的关注，他们都认为「泊车位的供应和位置」、「商铺的租金」和「社区的绿化环境」为

该小区其中最差的环境事项。除此以外，该小区的食肆也关注该小区的「楼宇维修安全及管理」

和「商户网络」为比较突出的社区环境问题；而其他行业则比较关注「空气质素」和「噪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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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结果显示，在进行市区更新时，要特别留意泊车位和社区绿化环境的改善，对食肆商户

的影响较大。 

面对复修或活化工程时，商户期望得到的协助 

 颇大至很大  没有至一般 

 

III.6.2.4. 从上图所见，「龙塘衙前围道一带」 (R2A 小区) 的食肆和非食肆的受访者对计划进行前能获

得相关纾缓措施的期望相约，他们普遍对市区更新计划没有太大兴趣，亦不热衷参与有关的咨

询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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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6.3. 红磡温思劳街/ 机利士南路一带(R2B) 和 红磡黄埔街/ 宝其利街/ 芜湖街一带(R3C)的

长生店 

III.6.3.1. 以下为「红磡温思劳街/ 机利士南路一带」 (R2B 小区) 和 「红磡黄埔街/ 宝其利街/ 芜湖街

一带」 (R3C 小区) 的长生店与其他行业的比较。长生店填答的问卷共 15 份，R2B 有 13 份，

R3C 有 2 份。雇主占 86.78%，雇员占 13.3%。他们当中有 33.3%为租户，46.6%为业主，其他

不详。非长生店填答的问卷共 57 份，R2B 有 19 份、R3C 有 38 份。雇主占 47.4%，雇员占 50.9%。 

 

重建为商户带来的负面影响/忧虑 (首二项) (只适用于重建区) 

 颇大至很大   没有至一般 

 
 

 

 

 

 

 

 

 

 

 

 

 

 

 

 

III.6.3.2. 大部分的长生店都位于 R2B 区内。由于 R2B 不是建议重建范围，所以区内持份者不用回答以

上问题。 

III.6.3.3. 从上图所见，「红磡黄埔街/ 宝其利街/ 芜湖街一带」 (R3C 小区) 的长生店受访者不太关心「赔

偿金额的问题」和「遣散/ 谋生的问题」。  

III.6.3.4. 而「红磡温思劳街/ 机利士南路一带」 (R2B 小区) 和 「红磡黄埔街/ 宝其利街/ 芜湖街一带」 

(R3C 小区) 的非长生店商户受访者表示出对「赔偿金额的问题」和「遣散/ 谋生的问题」有相

约的关注。 

III.6.3.5. 结果显示，长生店不太担心重建工程会影响生意和谋生机会和赔偿问题。至于其他商户既担心

赔偿问题，也关注工程会影响谋生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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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修或活化为商户带来的负面影响/忧虑 

 

 颇大至很大   没有至一般 

 

 

III.6.3.6. 从上图所见，「红磡温思劳街/ 机利士南路一带」 (R2B 小区) 和 「红磡黄埔街/ 宝其利街/ 芜

湖街一带」 (R3C 小区) 的长生店受访者表示不太关心「复修工程费用」和「遣散员工/ 谋生

的问题」。  

III.6.3.7. 「红磡温思劳街/ 机利士南路一带」 (R2B 小区) 和 「红磡黄埔街/ 宝其利街/ 芜湖街一带」 

(R3C 小区) 的非长生店的受访者都表示与「复修工程费用」等问题相比，他们较为关注「遣散

员工/谋生问题」。 

III.6.3.8. 由此可见，相较其他行业，长生店对复修及活化的忧虑较少。 

 

复修或活化为商户带来的正面影响 

 

 颇大至很大   没有至一般 

 

 

III.6.3.9. 「红磡温思劳街/ 机利士南路一带」 (R2B 小区) 和 「红磡黄埔街/ 宝其利街/ 芜湖街一带」 

(R3C 小区) 的长生店的受访者对复修及活化的期望，由高至低依次为 1) 改善社区配套设施；

2) 改善社区吸引力；3) 增强商户网络；和 4) 物业价格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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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6.3.10. 红磡温思劳街/ 机利士南路一带」 (R2B 小区) 和 「红磡黄埔街/ 宝其利街/ 芜湖街一带」 (R3C

小区) 的非长生店的受访者对复修及活化的期望，由高至低依次则为 1) 改善社区配套设施；

2) 增强商户网络；3) 物业价格上升；和 4) 改善社区吸引力。 

III.6.3.11. 从上图所见， 「红磡温思劳街/ 机利士南路一带」 (R2B 小区) 和 「红磡黄埔街/ 宝其利街/ 芜

湖街一带」 (R3C 小区) 的长生店和非长生店同样表示对「改善社区配套」的期望最高，对「物

业租金上升」的期望最低。 

 

商户认为最严重的五项环境问题 

 非常差/ 颇差    一般    非常好/ 颇好 

  
III.6.3.12. 从上图所见， 「红磡温思劳街/ 机利士南路一带」 (R2B 小区) 和 「红磡黄埔街/ 宝其利街/ 芜

湖街一带」 (R3C 小区) 的长生店和非长生店都同样认为泊车位的供应不足、社区欠绿化、空

气质素恶劣、商铺租金高及噪音为最需要改善的五项环境问题。 

III.6.3.13. 对长生店来说，首要改善的是增加泊车位，而同区其他行业则较着重绿化环境。 

 

面对更新工程时，商户期望得到的协助 

 颇大至很大   没有至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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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6.3.14. 「红磡温思劳街/ 机利士南路一带」 (R2B 小区) 和 「红磡黄埔街/ 宝其利街/ 芜湖街一带」 

(R3C 小区) 的长生店受访者在市区更新计划进行前的期望，由高至低依次为 1) 获邀出席更新

咨询， 2) 有人解释更新事宜，3) 有人商讨赔偿事宜，4) 获得法律咨询服务及组织商户去争

取权益。 

III.6.3.15. 同区的非长生店的受访者则表示有合理的赔偿、有法律咨询服务及有人解释更新事宜最为要紧。 

 

商户认为最理想的安排 

 

 颇大至很大   没有至一般 

 
 

III.6.3.16. 从上图所见，R2B 及 R3C 小区的商户普遍希望能够原区重新营业。 

III.6.3.17. 「红磡温思劳街/ 机利士南路一带」 (R2B 小区) 和 「红磡黄埔街/ 宝其利街/ 芜湖街一带」 

(R3C 小区) 长生店的受访者表现较不愿意作搬迁或对现有商铺进行复修。 

III.6.3.18. 结果显示，相对其他行业，长生店对搬到其他社区继续经营的接受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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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6.4. 活化商贸范围的珠宝商(RB) 

III.6.4.1. 以下为「活化商贸范围」 (RB 区域) 的珠宝商与其他行业的比较。珠宝商填答的问卷共 51 份，

雇主占 20%，雇员占 80%。非珠宝商填答的问卷共 18 份，雇主占 27.8%，雇员占 72.2%。 

复修或活化为商户带来的负面影响/忧虑 

 

 

 颇大至很大  

 没有至一般 

 

 

 

 

 

 

 

 

 

 

III.6.4.2. 从上图所见，「活化商贸范围」 (RB 区域) 的珠宝商较非珠宝商担心复修或活化工程会影响现

时的生意，而较少担心复修工程所引致的费用。 

 

复修或活化为商户带来的正面影响 

 颇大至很大   没有至一般 

 

III.6.4.3. 从上图所见，「活化商贸范围」 (RB 区域) 的珠宝商户和其他行业对复修/ 活化工程的期望大

致相近。「活化商贸范围」 (RB 区域) 的珠宝商户和其他行业都对区内设施和社区吸引力两方

面的改善抱有较高的期望。除此之外，珠宝商户和其他行业都同时对于复修/ 活化工程所带来

商户网络的增强、物业价格的升值和物业租金的上升的期望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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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就现时营商环境为下列问题评分。(下图只列出受访者认为最差的首五项事项) 

 非常差/ 颇差    一般    非常好/ 颇好 

 

III.6.4.4. 从上图所见，「活化商贸范围」 (RB 区域) 的珠宝商户和其他行业对复修/ 活化工程对环境带

来的影响都非常相似，受访者认为最差的首五项事项当中有三项相同，分别为社区的绿化环境，

噪音和空气质素这三项。此外，受影响区域内的珠宝商也关注到公共交通的运输和楼宇维修及

管理这两方面。至于非珠宝商店则较关注泊车位供应量及位置和社区/ 街道的卫生这两件事项。 

 

在更新计划进行前，贵商户是否期望能够出现以下情况？ 

 颇大至很大   没有至一般 

 

III.6.4.5. 从上图所见，「活化商贸范围」 (RB 区域) 的珠宝商户在复修/ 活化工程期间期望获得的协助

比非珠宝商户大。此外，受影响区域内的非珠宝商都希望可以于复修/ 活化工程期间获得活化

专业咨询及技术支援服务。 

  

0 
5 

10 
15 
20 
25 
30 
35 

RB區域的珠寶店 

0 
2 
4 
6 
8 

10 
12 

RB區域的珠寶店 

0 
2 
4 
6 
8 

10 
12 
14 

RB區域的非珠寶店 

0 
2 
4 
6 
8 

10 
12 

RB區域的非珠寶店 



119 九龙城市区更新计划| 第一阶段社会影响评估工作报告 

 

III.7. 商户问卷书面意见 

III.7.1. 重建优先范围(R1)的汽车维修业 

III.7.1.1. 如要搬迁，您会接受搬至九龙或新界吗？ 

  考虑因素 

接受九龙，不接受新界 16 人 熟客在附近 

接受九龙及新界 4 人  

搬迁至九龙或新界其他地区为不可行的建

议 

2 人 其他地方面积大，行人多，

租金贵，不能负担 

未有考虑九龙其他地方，但不能接受新界 1 人  

 

 

III.7.1.2. 搬迁的考虑因素： 

 新界太远，影响生意 

 新界不行，因为熟客在附近，用家一般不会入新界 

 九龙其他地方面积大，行人多，租金贵，不能负担租金 

 最好不要加太多租金 

 

III.7.1.3. 较理想的营运地点： 

 观塘、大角咀 

 旺区/ 市区 

 大埔、火炭 

 

III.7.1.4. 对重建的其他回应： 

 期望尽快重建，因为楼宇安全结构出现问题(危楼) 

 希望有津贴 

70% 

17% 

9% 
4% 

如要搬遷，您智接受搬至九龍或新界嗎？ 

接受九龍，不接受新界 

接受九龍及新界 

搬遷至九龍或新界其他地區為

不可行的建議 

未有考慮九龍其他地方，但不

能接受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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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重建，便可能会退休：(1) 年纪不少，雇主一般都不会聘请；(2)没有其他专长 

 大部分维修技工都有家室，要供楼。如果薪金减少，恐怕会负担不了支出 

 

III.7.1.5. 认为汽车维修城不是理想营运方式的原因： 

 司机 (客人) 技术可能不好，要驶车上多层维修场会对他们造成不便 

 汽车城楼底低，地方承载力不足，未能承受修车工具的重量 

 汽车城设计不好，客人难找，电梯更差，不能拖车 

 汽车城的工场空间少，环境恶劣，竞争多 

 多层维修场的设计令问题车辆需用更长时间才能到达维修地方 

 对车轮生意来说，工场要设在地面，在门口的地方工作 

 怕多层工场安排混乱 

 

III.7.1.6. 其他建议： 

 车轮生意需要在地面工作 

 绿化 

III.7.2. 重建优先范围(R1)的其他行业 

III.7.2.1. 对楼宇/ 社区的评价 

 楼宇管理差 

 卫生方面，街道不整洁 

 

III.7.2.2. 对重建的忧虑： 

 担心重建后租金上升，不能找回便宜的铺位继续谋生 

 关注赔偿问题 

 担心重建时的安全措施 

 客源在附近，担心会影响生意 

 对重建绝望，因为重建范围太庞大，无可能做到 

 

III.7.2.3. 对重建/ 复修安排的建议： 

 维持原状便可/不要重建 

 复修 

 活化社区 

 全部重建，就算搬也可以，只要改善生活质素便可 

 加快市区重建，加设配套 

 建议不要私人发展商收购 

 政府人员要落区与市民沟通，了解市民需求，并希望有机会直接与发展局局长陈茂波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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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些社工开导居民，特别是老人家 

 

III.7.2.4. 建议增加的社区设施： 

 泊车位 

 公众停车场 

 游乐场/ 公园、休憩设施 

 种树 

 社区中心 

 地铁 

 

III.7.2.5. 对市区更新的其他建议： 

 扩阔道路 

 改善空气 

 不要清拆牛棚 

 多夜摊让小贩谋生 

 回收厂不太卫生，应将它们搬到人流较少的地方 

 提升就业机会 

 

III.7.3. 龙塘衙前围道一带的食肆(R2A) 

III.7.3.1. 对市区更新的忧虑： 

 担心政府把物业定为法定古迹，不能在市场买卖物业 

 

III.7.3.2. 建议增加的社区设施： 

 地铁站 

 泊车位地点 

 

III.7.3.3. 有关打造九龙城成旅游区的建议： 

 设美食区 

 设食街赏导员 

 路牌介绍食肆特色和历史 

 突出九龙城特色，如:潮汕人生活文化 

 增加宣传九龙城 

 沙中线指示美食特色 

 指示牌有中、英(简/繁) 

 要有游客单张 

 小贩和文艺摆摊挡以吸引游客 

 

III.7.3.4. 对市区更新的其他建议： 

 长远、统一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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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屏风楼 

 改善卫生 

 改善交通 

 集中上落货地点 

 分时段作行人专用区(衙前卫道) 

 绿化大厦外墙 

 沙中线加建行人天桥及地下隧道 

 美化路面，如彩色砖 

 国际化的图书馆 

 加阔行车路面及行人路 

 绿化环境 

 

 

III.7.4. 龙塘衙前围道一带的其他行业(R2A)  

III.7.4.1. 对市区更新的忧虑： 

 担心没生意 

 

III.7.4.2. 对市区更新的期望： 

 以铺换铺 

 照顾中小企，如租金提供优惠 

 减少租金 

 

III.7.4.3. 建议增加的社区设施： 

 设室内运动设施 

 

III.7.4.4. 对市区更新的其他建议： 

 设泰国区 

 成立泰国义工办事处，为泰国新移民服务 

 改善交通 

 增加地区的接驳，增加长途车、巴士站 

 发展地下街，加强各市区连接 

 善用机场空地 

 不想要屏风楼 

 改变形象，多一点活动 

 增加 ATM 

 

III.7.5. 红磡温思劳街/ 机利士南路一带(R2B) 及红磡黄埔街/ 宝其利街/ 芜湖街一带(R3C)的殡

仪相关行业 

III.7.5.1. 对楼宇/ 社区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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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套太旧 

 

III.7.5.2. 对市区更新的忧虑： 

 担心牌照问题，例如牌照申请困难 

 

III.7.5.3. 对重建/ 复修安排的建议： 

 不赞成更新 

 活化不适合曲街 

 需配合整体发展 

 同行希望集中在一个大厦/将整个行业搬移于同一地区，以方便提供客户选择 

 办理牌照申请困难，因此不希望搬迁 

 只要近殡仪馆便可/会跟殡仪馆一起搬走 

 

 

III.7.6. 红磡温思劳街/ 机利士南路一带(R2B) 及红磡黄埔街/ 宝其利街/ 芜湖街一带(R3C)的其

他行业 

III.7.6.1. 对楼宇/ 社区的评价 

 交通不便 

 应该要更新 

 

III.7.6.2. 对重建/ 复修安排的建议： 

 原区营运，再创商机 

  

III.7.6.3. 建议增加的社区设施： 

 泊车位 

 兴建市镇公园，让佣人及老人家有休息娱乐地方 

 

III.7.6.4. 对市区更新的其他建议： 

 绿化 

 应该保留历史 

 期望政府搞本土小生意/不要赶走小型商店 

 建檐蓬和减租，以提升营业机会 

 改善空气质素 

 

III.7.7. 红磡区珠宝业 

III.7.7.1. 对楼宇/ 社区的评价 

 交通非常差，违例泊车严重 

 大型旅游巴士阻碍交通 

 没有人理会长期霸占行人通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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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港铁颇远 

 

III.7.7.2. 对市区更新的忧虑： 

 担心工厦被收购，反而减少商业活动 

 

III.7.7.3. 有关打造红磡成珠宝区的建议： 

 打造珠宝国际批发中心品牌 

 增设珠宝街 

 将珠宝业在红磡推扩至全球及创造一个品牌中心，购物地点 

 将红磡旧区及红磡海旁整体作规划，发展成 "旅游圈" 

 把民裕街一带珠宝商店林立地方转成旅游热点，列为 "香港珠宝坊" 

 增加颜色标记及指示牌 

 现时鹤园街/鹤园东街/民裕街的确有很多珠宝玉石商店，可考虑加设一些 "牌坊" 

 铺砌砖路面 

 美化道路，例如广东道，或像澳门一搬有自己特色 

 

III.7.7.4. 对重建/ 复修安排的建议： 

 订立某些时段 (例如早上 9 至 12 时)使用，并确切执行 "只可上落客，不可等候" 

 由红磡港铁站到鹤园街，途中红磡道行车交通非常差，建议把交通灯时间延长 

 重建旧区时，增设有艺术特色的位置 

 

III.7.7.5.  对市区更新的期望： 

 优化和美化本区可能增加日后的租金 (舗租和车位) 

 

III.7.7.6. 建议增加的社区设施： 

 废纸箱 

 有地铁站/ 地铁设施可改善塞车情况 

 建立更完善的交通网络,例如增设小巴、巴士、地铁等 

 泊车空间 

 

III.7.7.7. 对市区更新的其他建议： 

 增加绿化/ 增加街道上花草树木的数量 

 改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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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总结第一阶段社会影响评估研究结果  

 

IV.1. 第一阶段社会影响评估 

IV.1.1. 第一阶段社会影响评估利用人口统计分析、持份者面谈访问/咨询及小区实地考察去了解九龙城

市区更新初步方案影响地区的民生概况及更新需要；同时，又利用问卷调查去评估方案对社区

持份者的社会影响。 

IV.2. 研究范围的社区状况 

IV.2.1. 建议重建优先范围 (R1) 

IV.2.1.1. 重建优先范围(R1)包括土瓜湾五街和十三街 (R1A)、土瓜湾九龙城道与落山道一带(R1B)及土瓜

湾环字八街/ 银汉街/ 崇安街一带(R1C)。不少 R1 区居民持份者均透过持份者面谈访问/咨询、

小区实地考察及问卷调查表达他们对重建的诉求。当中尤以土瓜湾五街 (R1A)、土瓜湾九龙城

天桥附近的鸿光街及永耀街(R1B)及鸿福街、玉成街和启明街(R1C)的居民的声音最大。R1 区内

多有 50 年或以上楼龄的旧楼。这些楼宇欠缺完善消防系统及照明系统，亦没有方便长者上落的

电梯。它们一般都多有天花剥落、墙壁龟裂及漏水等严重失修问题。根据调查分析，楼宇持续

失修主要有三个原因： 

IV.2.1.2. 首先是楼宇本身质素差和楼龄高的问题。即使透过「楼宇更新大行动」或自行维修，失修情况

只得暂时性改善，问题很快再次浮现，例如：新刷的油漆只维持一个星期就脱落。其次是因为

业权分散的情况严重，大厦又没有业主立案法团作统筹，以致街道管理及楼宇维修的的工作难

以推行。有大厦入口的大闸被偷，信箱被破壤，甚至大厦外墙的水线也都被偷。除此之外，住

户的经济能力低亦是一个主要原因令失修问题无法改善。在研究范围中，约有一半住户为低收

入家庭，以他们的收入水平，维修费是十分沈重的负担。由于居住环境太恶劣，有些业主被迫

迁出，将现有的房屋转租给更贫穷的人。如此，租户因没有业权而拒绝合资维修，业主则因为

大厦乏修问题没有对自己造成直接影响而不愿意出钱。 

IV.2.1.3. 基于以上各个原因，旧楼的维修工程往往难以施行。再者，楼宇的劏房问题十分严重，人们擅

自更改图则，住户人口密集上升，加重水管的负担。当水渠不胜负荷，排泄物就四溅，结果令

该区的住屋环境每况愈下。 

IV.2.1.4.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及泰国人三个较弱势的少数族裔有一半人口 (50.4%) 都集中

居住在 R1 区内。 

土瓜湾五街和十三街(R1A) 

IV.2.1.5. 土瓜湾五街和十三街 (R1A)的低收入家庭数目是小区之冠，有 1,755 户，占小区住户数目 52.1%。

R1A 的儿童人口比例，同时，亦较其他小区高。14 岁或以下的儿童有 1,457 人，占该区人口的

15.1%。区内大部分为没有按揭或贷款的自置物业 (52.9%)，合租/二房东/三房东占 3.4% (较全港

比例高 6 至 7 倍)。就较为弱势的少数族裔而言，印度人(160 人；占小区内少数族裔人口的 35.1%) 

在 R1A 内最多，其次是巴基斯坦人(115 人；25.2%)。 

IV.2.1.6. 据小区实地考察，R1A 除了面对旧楼失修的问题外，同时，更承受多种的污染，如启德发展区

的英泥厂所造成的空气污染及楼下汽车维修业制造的的噪音、空气及街道的污染。居民对重建

的渴望非常殷切。据了解，有关英泥厂只作暂用，现已搬离启德发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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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2.1.7. 因为土瓜湾不时有重建项目，所以汽车维修业对重建建议不感到意外，甚至一些店铺业主在租

约上已订明有关大厦在重建时的条款。面对重建的可能，一些年纪较长的的技师打算藉此退休，

而较年轻的则期望政府能够协助他们在交通便利的地方重新营业。兴建汽车城是其中一个可考

虑的纾缓措施。新汽车城于设计上需要配合不同汽车修理工程的需要，如喷油房须要四个车位

的面积，并符合污水处理、环保、消防等条例。由于行业的营利不高，所以对租金的负担能力

有限。汽车维修城租金的多少是车房的一大考虑。 

土瓜湾九龙城道与落山道一带(R1B) 

IV.2.1.8. 土瓜湾九龙城道与落山道一带(R1B) 内有不少长者 (2,843 人；21.9%) 、青少年及儿童 (14 岁

以下人口有 1,676 人；12.9%)。低收入家庭也不少，有 2,277 户，占小区住户的 49.6%。区内的

私人房屋一半为没有按揭或贷款的自置物业(48.5%)，合租/二房东/三房东占 3.0% (较全港比例高

2.5%)。就巴基斯坦的人口及人口比例而言，R1B 是在小区中最高，有 335 人，占小区内少数族

裔人口的 36.8%。区内的印度人口及泰国人口相约，共有百多人。 

IV.2.1.9. R1B 区内有贴近民居的九龙城天桥。邻近天桥的住户长期忍受噪音及空气污染，难以安眠。区

内的私家街 (鸿光街及永耀街)卫生环境恶劣，街道满布没有人清理的垃圾。大厦的铁闸、水线

及信箱不是被盗取，便是遭人恶者毁坏，治安问题严重。邻近天桥的住户及私家街的受访居民

都强烈要求重建。 

土瓜湾环字八街/ 银汉街/ 崇安街一带(R1C) 

IV.2.1.10. 土瓜湾环字八街/ 银汉街/ 崇安街一带 (R1C)的长者人口及人口比例较 R1A 及 R1B 少，但

独居长者的住户数目却较高。此区的低收入家庭数目及比例在R1三个小区中最低。在众小区中，

R1C 是自置物业率最低及租户最多的地方。它的全租率为 43.1%，合租/二房东/房东则达 3.7%。

就较为弱势的少数族裔而言，区中以印度人(243 人；37.1%)最多，其次是巴基斯坦人(153 人；

23.3%)。 

IV.2.1.11. 现时，R1C 区有不少废物回收业及汽车维修业，污染环境。据区内持份者所言，R1C 区内

治安最差的是环字八街。当地一些居民因为环境恶劣或收购重建而迁出，多个空置单位被不法

人士及吸毒者霸占。因 R1C 区已有多幢大厦被私人发展商收购，故居民对重建的憧憬很大。该

区的区议员积极协助业主立案法团及居民以不同型式进行重建，当中包括由私人发展商收购及

筹集业权以申请需求主导计划。 

IV.2.2. 建议复修及活化优先范围 (R2) 

IV.2.2.1. 建议复修及活化优先范围(R2) 包括龙塘衙前围道一带(R2A) 及红磡温思劳街/ 机利士南路一

带(R2B)。虽然这些地方在九龙城市区更新计划中没有以重建作为优先考虑，但更新计划却没有

限制该区的重建发展。R2A 及 R2B 区所关注的事项迥异，故不容易一并讨论。在复修及活化优

先范围 (R2) 内，很多居住在 50 年楼龄或以上楼宇的居民都渴望重建(39.2%)而非复修(23.5%)。 

龙塘衙前围道一带 (R2A) 

IV.2.2.2. 龙塘衙前围道一带(R2A)的长者人口 (2,855 人；21.5%) 及全长者住户数目 (659 户；13.5%) 与

R1B 区相约，但儿童及青少年数目 (2,338；17.6%) 则较 R1 的三个小区多。R2A 的合租/二房东

/三房东跟 R1A 同样位列第二(3.4%)。小区的最大特色是多泰裔人士聚居，人口有 393 人，占小

区内少数族裔人口的 37.2%。不少有泰国人的家庭都是父亲为中国人，母亲为泰国人。少数族裔

住户数目较其他小区高 (689 户；占所有住户的 14.2%)。区内除了有泰裔居民，更有泰国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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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九龙区泰国餐馆及潮州餐馆的集中地、著名的食肆区。就较为弱势的少数族裔而言，R2A 不

但有泰国人，更有巴基斯坦藉居民(88 人；8.3%)及印度藉住户(22 人；2.1%)。 

IV.2.2.3. 相对其他受影响小区，R2A 的居民普遍有较强的历史感。老街坊感到自己的过去与九龙城区的

转变有着紧密的关系。因着对社区的身份认同，他们对市区更新的期望很大。很多居民建议要

统一规划整区的发展，接连启德发展区。他们期望能够重建并可以有原区居住的安排。他们对

区内现时发展的「牙签楼」表现得特别反感，认为它们无助改善区内配套，亦破坏了区内的建

筑风格及街道风貌。居民觉得该区的景点是九龙城区有最强的文化、历史色彩，是全香港居民

的集体回忆，需要保育以保留地区特色，如蓬勃的街道面貌。集中在 R2A 小区的文化资源有九

龙寨城公园、乐善堂等。 

红磡温思劳街/ 机利士南路一带(R2B) 

IV.2.2.4. 红磡温思劳街/ 机利士南路一带(R2B)的独居长者比例 (10.1%)为各小区之冠，但儿童及青少年

比例却是最低(1,057 人；13.9%)。区内有 62.6%为自置物业，全租有 30.9%，而合租/二房东/三

房东则只有 1.0%，低收入家庭数目相对较少。R2B 的弱势少数族裔不多，主要为印度人，有 128

人，占小区内少数族裔人口的 15.3%。 

IV.2.2.5. R2B 为殡仪行业的集中地。区内商会与居民/区议员的意见迥异。居民和区议员普遍反对殡仪业

的设立及扩张。第一，他们认为行业经营模式如在商铺面前化宝、先人的拜祭活动、燃烧祭品

造成的污染、花店的污水问题及在住宅大厦里摆放骨灰龛等，都会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及为他们

带来不安感；第二，R2B 小区实为住宅用地，故不应容许长生店的设立。可是，商会却认为长

生店早已设于红磡区。当居民住进区内时，他们应已知晓店铺的存在。同时，长生店的东主亦

尝试清洁地方，改善环境。在街上燃烧冥镪是因为化宝炉太远及开放时间太短而不得已之法，

而提供存放骨灰的服务则是为了协助顾客解决未能取得永久安放骨灰位的烦恼。 

IV.2.3. 建议重建及复修混合范围 (R3) 

IV.2.3.1. 建议重建及复修混合范围(R3)包括土瓜湾银汉街/ 上乡道/ 贵州街/ 旭日街一带(R3A)、红磡庇

利街/ 春田街/ 崇安街一带(R3B) 及红磡黄埔街/ 宝其利街/ 芜湖街一带(R3C)。R3 区内有新落

成的大厦，也有 50 年或以上的旧楼。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居住于 50 年或以楼龄楼宇的居民中，

有 46.2%期望重建，而居住于 30-49 年楼龄楼宇的居民，则有 39.8%期望重建。 

土瓜湾银汉街/ 上乡道/ 贵州街/ 旭日街一带(R3A) 

IV.2.3.2. 土瓜湾银汉街/ 上乡道/ 贵州街/ 旭日街一带(R3A) 无论是长者人口(5,842 人)、长者比例

(26.1%)，或是全长者住户数目(1,341)及全长者住户比例 (17.6%)都是小区之冠。区内的儿童及青

少年为数不少，14岁或以下的有 2,318人，占人口 10.3%。R3A的低收入家庭有 3,594户 (47.2%)，

但自置(没有按揭或贷款)比率 (54.2%)是小区中最高的，而自置(有按揭或贷款)的比率(14.3%)也

列在小区中的第二位。与其他小区相比，R3A 的租户不多，全租的占 27.3%，合租/二房东/三房

东的占 1.5%。就较为弱势的少数族裔而言，区中以巴基斯坦人(217 人；24.7%)最多，其次是印

度人及泰国人，各有 77 人。 

红磡庇利街/ 春田街/ 崇安街一带(R3B) 

IV.2.3.3. 红磡庇利街/ 春田街/ 崇安街一带(R3B) 的长者人口(853 人；17.1%) 及长者住户数目 (全长者 

有 165 户，9.9%；独居长者住户有 34 户，2.0%) 在众小区中最少，但儿童及青少年的比例却是

小区中的第一位，占小区人口 21.2%。与其他小区比较，R3B 的低收入家庭比例(31.9%)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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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置物业的比率较其他小区高，有 72.1%，其中 19.7%为有按揭或贷款的物业。R3B 有一独特处

就是全租户少，只有 24.5%，而合租/二房东/三房东的比率更为 0。R3B 的弱势少数族裔很少，

只有 4 人。 

红磡黄埔街/ 宝其利街/ 芜湖街一带(R3C) 

IV.2.3.4. 红磡黄埔街/ 宝其利街/ 芜湖街一带(R3C)与其他小区的不同之处在于学历较高，学位以上的居

民占 20.5%，比全港数字高出 4.6%。这可能是由于 R3C 位近大学及港铁站，故较多大学生选择

于此区域租住。R3C 的长者占小区人口 22.5%，儿童及青少年则占 16.4%。低收入家庭的比例

(49.8%)与 R1 相约。R3C 的自置物业比例(59.1%)较 R3A 及 R3B 低，但却有较多租户。全租的

有 32.4%，合租/二房东/三房东的有 1.8%。少数族裔以印度人最多 (85 人；10.4%)。 

 

表 IV. 1   小区的社区状况  

 R1A R1B R1C  R2A R2B  R3A R3B R3C 

人口及住户特征 

长者人口 1,898 

(19.7) 

2,843 

(21.9) 

1,670 

(18.8) 
 

2,855 

(21.5) 

1,832 

(24.0) 
 

5,842 

(26.1) 

853 

(17.1) 

2,390 

(22.5) 

全长者住户1数目 486 

(14.4) 

651 

(14.2) 

448 

(12.8) 

 659 

(13.5) 

505 

(16.0) 

 1,341 

(17.6) 

165 

(9.9) 

522 

(13.1) 

独居长者住户数目 299 

(8.9) 

343 

(7.5) 

338 

(9.7) 
 

388 

(8.0) 

319 

(10.1) 
 

603 

(7.9) 

34 

(2.0) 

311 

(7.3) 

14 岁或以下人口 1,457 1,676 1,182  1,550 670  2,318 722 1,214 

(15.1) (12.9) (13.3)  (11.7) (8.8)  (10.3) (14.5) (11.4) 

有一个或以上 6 岁以

下儿童住户数目 

556 532 393  485 199  695 173 357 

(16.5) (11.6) (11.3)  (10.0) (6.3)  (9.1) (10.4) (8.9) 

有一个或以上 6 – 18 

岁青少年住户数目 

818 1,233 850  1,180 618  1,738 521 894 

(24.3) (26.8) (24.4)  (24.3) (19.6)  (22.8) (31.3) (22.4) 

低收入家庭2数目 
1,755 

(52.1) 

2,277 

(49.6) 

1,484 

(42.6) 
 

1,813 

(37.3) 

1,156 

(36.7) 
 

3,594 

(47.2) 

530 

(31.9) 

1,993 

(49.8) 

 

 

  

                                                             
1 包括独居长者住户 
2本研究将「低收入家庭」定义为人均入息相等于或低于香港人均入息中位数的家庭。以香港人均入息的中位数$11,000 计算，

凡人均收入等于或低于月入$11000 的家庭即为低收入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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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1A R1B R1C  R2A R2B  R3A R3B R3C 

住屋情况 

自置 - 有按揭或贷款 131 385 102  299 405  1,089 328 430 

(3.9) (8.4) (2.9)  (6.1) (12.9)  (14.3) (19.7) (10.8) 

自置(没有按揭或贷款 
1,782 2,227 1,609  2,267 1,565  4,125 872 1,930 

(52.9) (48.5) (46.1)  (46.6) (49.7)  (54.2) (52.4) (48.3) 

全租 
1,183 1,719 1,502  1,958 974  2,078 407 1,296 

(35.1) (37.4) (43.1)  (40.2) (30.9)  (27.3) (24.5) (32.4) 

合租/二房东/三房东 
115 137 130  166 32  116 0 73 

(3.4) (3.0) (3.7)  (3.4) (1.0)  (1.5) (0) (1.8) 

少数族裔 

少数族裔住户数目 
235 346 349  689 368  481 131 311 

(7.0) (7.5) (10.0)  (14.2) (11.7)  (6.3) (7.9) (7.8) 

印度人 
160 58 243  22 128  77 4 85 

(35.1) (6.4) (37.1)  (2.1) (15.3)  (8.8) (3.0) (10.4) 

巴基斯坦人 
115 335 153  88 0  217 0 0 

(25.2) (36.8) (23.3)  (8.3) (0)  (24.7) (0) (0) 

泰国人 
14 57 31  393 7  77 0 51 

(3.1) (6.3) (4.8)  (37.2) (0.8)  (8.8) (0) (6.2) 

 

IV.2.4. 建议活化商贸范围(RB) 

红磡鹤园街/鹤园东街/ 民裕街一带 (RB/R4) 

IV.2.4.1. 红磡鹤园街/鹤园东街/ 民裕街一带为珠窦业的集中地。在研究的过程中，他们大部分都对第一

阶段社会影响评估反应冷淡。据区内持份者分析，由于更新初步方案提出的活化措施多在户外，

并不直接影响珠宝商的日常运作，故他们对是次研究没有太大兴趣。同时，区内的商户多为租

户，他们既不需要出钱支付工程费，又不希望租金因活化而上升，所以他们更不愿意主动参与

更新的咨询及社会影响评估活动。再者，珠宝业尤其关注保安问题，故对设立珠宝节、珠宝墟

等构思有所保留。 

IV.2.4.2. 就活化红磡区，顾问收集的的意见包括设立香港国际珠宝交易中心、改善交通、增加灯光设备、

绿化及打通民乐街。 

 

IV.2.5. 社区状况小结 

IV.2.5.1.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大概可以确认日后研究的受影响群组会集中在全长者住户、有在区内就读

学童的住户、以及区内的巴基斯坦、印度和泰国裔的居民。在居民的评估中，顾问会注意业主

和租客不同的需要，天台屋僭建户的问题，和区内新移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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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3. 九龙城市区更新初步方案对社区的影响 

IV.3.1. 问卷调查的社会影响分析 

IV.3.1.1. 顾问利用问卷调查去评估方案对社区持份者的长期、中期、短期、正面、负面、直接及间接的

社会影响。短期影响指更新工程前及工程进行的时期，中期影响指工程完结后的过渡时期，长

期影响指过渡时期后的长远改变及发展。 

 

IV.3.2. 居民影响 

重建对业主及租客的影响 

IV.3.2.1. 重建对业主造成的中短期负面影响：在居民问卷的分析中，R1 区业主于短期都一致地担心「收

购/赔偿金额问题」及「安置问题/难觅合适居所」，于短中期则较担心「搬迁后家庭开支/经济负

担增加」问题。在这三项中，「收购/赔偿金额问题」在 R1A、R1B 及 R1C 小区内同是位列第一 

(即最忧虑的)，平均分由 3.63-3.87。在 R3 区内，业主于短期同样忧虑「收购/赔偿金额问题」及

「安置问题/难觅合适居所」，但「收购/赔偿金额问题」再不是影响最大的项目。对于 R3 业主

来说，他们的着眼点非但在经济层面，更在居住质素下降等日常生活上。当其他小区的业主及

租户都不太重视「搬迁后难再有熟人或组织为自己的权利发声」时，R3B 小区的业主却将它列

作负面影响的第三位。这或许反映了 R3B 的社区(只代表崇字大厦居民的意见)内有一些居民组

织或代表能为他们有效地争取权益。根据问卷书面意见的资料，当居民面对重建工程时，他们

会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公司、区议员及负责重建的机构求助。 

IV.3.2.2. 重建对租客造成的中短期负面影响：在居民问卷的分析中，R1 区租客于短期都一致地担心「安

置问题/难觅合适居所」及「因重建而被迫搬出，无家可归」这两个即时的住宿问题。于中短期，

他们则较忧虑「搬迁后家庭开支/经济负担增加」及「搬迁后子女(孙儿)返学/转校」问题。在 R3

区，租客的忧虑与 R1 相约。与之不同的是 R3C 区的租客较重视交通便利。这刚好呼应社区概

览的分析，指区内多有大学生因红磡区就近港铁站而选居于 R3C。 

IV.3.2.3. 比较业主及租客的忧虑：虽然他们关注的事项类同，但程度却有分别。从数据看来，租客多方

面都较业主忧虑，而 R1 的居民又较 R3 忧虑。对于相同地区相同项目(以首三项影响计)，业主

及租户相差的平均分由 0.15 至 0.76 不等。 

IV.3.2.4. 重建为居民带来的中长期正面影响：业主及租户对重建正面影响的期望没有太大分别。在 R1

区内，居民普遍期望新居的维修会较前妥善 (R1A及R1B) ，社区卫生亦会较理想 (R1B及 R1C)。

除此以外，R1C 的居民更期待新社区的设施会更完备。R3 区居民的期望与 R1 接近，他们同样

重视社区卫生及社区设施。不同的是 R3 区居民最普遍的期望不是楼宇维修，而是空气质素的改

善。对于 R3C 居民来说，社区治安亦是他们重视的一环。 

复修对业主及租客的影响 

IV.3.2.5. 复修对业主及租户造成的中短期负面影响：就复修对业主造成的中短期负面影响业主及租户明

显有不同的意见。对于 R2 及 R3 的业主来说，他们一致担心的是「因需要缴付复修工程费用，而

引致的经济负担」，而租客的忧虑则是租金上升。相比之下，似乎业主的忧虑较租客大。以最忧虑的事

项计算，业主及租客的忧虑值相差 0.08 –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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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3.2.6. 复修对居民带来的中长期正面影响：就复修对居民带来的中短期负面影响，除了 R2A，其他

R2 及 R3 小区的业主都对「工程后楼宇及社区管理得到改善」比「工程后物业价格升值 」有较

高的期望。租户同样期待改善管理，小区的平均分为 2.87 – 5。(对租户来说，当物业价格升值，

业主加租的机会便会增大。在个人利益受亏损的情况下，「工程后物业价格升值」乃是负面影

响。) 

更新计划对少数族裔的影响 

IV.3.2.7. 重建对少数族裔居民的影响：面对重建，受访的少数族裔最担心的为经济负担，其次是安置/

搬迁问题，再者是交通不便。这些忧虑呼应以上的分析：(1)少数族裔多为低收入人士，故他们

需要就近工作地方以节省车资，任何额外的经济负担对他们来说都是百上加斤；(2) 少数族裔遭

受歧视，难以寻找另一处地方租住。对他们来说，重建将带来的好处有改善空气质素、改善治

安及改善楼宇状况。 

IV.3.2.8. 复修对少数族裔居民的影响：面对复修，受访的少数族裔最担心的是经济负担增加及工程费用。

这再一次说明经济负担对他们的压力。对于复修，他们最期望改善楼宇管理。与本地居民比较， 

 

更新计划对天台屋居民的影响 

IV.3.2.9. 重建对天台屋居民的影响：面对重建，受访的天台屋居民最担心的是安置/搬迁问题及无家可归，

其次是收购/赔偿金额问题、经济负担及居住质素下降。天台屋乃僭建物，在收购的过程中往往

不获赔偿。没有赔偿，他们便难以另觅居所，故此天台屋居民多担心住处问题。对他们来说，

重建最大的好处就是改善治安问题，其次是改善卫生及使用社区设施更方便。 

IV.3.2.10. 复修对天台屋居民的影响：面对复修，受访的天台屋居民最担心的是经济负担增加及工程

费用，而最希望的是改善楼宇管理。 

 

更新计划对长者及新移民的影响 

IV.3.2.11. 重建对长者及新移民的影响：面对重建，受访的长者及新移民最担心的是安置/搬迁问题，

其次是经济负担，第三是收购/赔偿金额。从重建，长者期望可以改善空气、卫生及增加绿化，

而新移民则期望可以改善卫生、治安及社区设施。 

IV.3.2.12. 复修对长者及新移民的影响：面对复修，受访的长者及新移民同样都担心工程费用及租金

上升问题。 

 

IV.3.3. 商户影响 

更新计划对汽车维修业的影响 

IV.3.3.1. 重建对汽车维修业的影响：面对重建，受访的汽车维修业最担心的是「收购/赔偿金额问题」，

其次是「遣散员工问题/失去谋生机会」。对他们来说，最理想的安排是原区重新营运及楼宇得

到复修，其次是搬到其他地区重新营运。 

IV.3.3.2. 复修对 R2A 食肆的影响：面对复修，受访的食肆最担心的是「影响现时的生意/谋生机会」，

其次是「复修的工程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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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3.3.3. 复修对长生店的影响：面对复修，受访的长生店对「遣散员工问题/失去谋生机会」及「复修的

工程费」都不太担心。他们希望透过复修可以改善社区配套、改善社区吸引力及增强商户网络。

对他们来说，唯一可以接纳的重建安排的原区重新营运。 

IV.3.3.4. 活化对珠宝业的影响：面对活化，受访的珠宝业最期望改善社区的配套设施，其次是改善社区

的吸引力，再次是增强商户网络。 

 

IV.4. 公众参与顾问所得的社会影响评估资料及街站调查报告对社会影响评估的启示 

IV.4.1. 公众参与顾问团队委托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社会政策研究中心进行街站调查(下称「街

站调查」)，以面对面形式访问了 1018 名九龙城居民，该调查涉及样本的与我们的有以下差异: 

IV.4.1.1. 受访者住宅楼龄：社会影响评估的调查对象平均年龄为 50 岁左右，20-29 岁受访者只占全部受

访者的 9%，19 岁以下的大约占 2% (本调查对象为 18 岁以上的居民)。然而，街站调查的受访者

平均年龄则为 40-49 岁，相对较年青，15-19 岁受访者占全部 19.8%，而 20-29 岁的则占 15.6%。 

IV.4.1.2. 受访者住宅楼龄：社会影响评估的问卷调查较集中访问旧楼住户。 

IV.4.1.3. 对现时居住环境意见：社会影响评估的受访者大多对现时的居住环境表示不满，他们对现时居

住环境的评分（5 分为「十分好」，1 分为「非常差」）平均分数为 2.6，即介乎「颇差」与「一

般」之间。然而，街站调查则显示逾七成(70.2%)受访九龙城区民「满意」或「非常满意」现时

整体的居住环境。 

IV.4.2. 以上的差异可能反映了较年长及居住于旧楼的居民对重建需求较大。尽管有这个差异，街站调

查跟社会影响评估的结果同样显示了「重建优先」区域 (R1)相对于其他区域有较多人倾向支持

重建。同时，街站调查亦揭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即在 15-19 岁的青少年受访者中，大部份

均表示希望维持现状或复修，而不希望进行重建。估计这个年龄层的受访者大多都在求学阶段，

不愿见到自己的生活有太大改变。 

IV.4.3. 就市区更新对居民的影响来说，两项研究的调查结果相约。例如，面对重建，大部分受访者都

较关注赔偿金额、安置和搬迁后所增添的家庭经济负担等问题。当面对复修工程，受访者均最

关心因复修工程费用而引致的经济负担，其次是工程期间或工程完成后的家庭开支/经济负担 

(如租金上升)。 

IV.4.4. 街站调查结果大致确认社会影响评估的准确性。 

 

IV.5. 检视九龙城市区更新计划范围定界及规划意向 

IV.5.1. 社会影响评估顾问在秘书处的协助下，与规划顾问分享研究成果及讨论九龙城市区更新计划的

定界及规划方向。在互动的过程中，双方都获得了计划发展的共识。以下为问卷调查就定界的

分析及与规划顾问讨论后的规划意向成果： 

IV.5.2. 建议重建优先范围(R1)：在 R1 内，认为要重建现时居所的居民在 R1A 占 86%，在 R1B 占 79%，

在 R1C 占 70%。从居民大部分赞成重建可见 R1 的定界正确。 

IV.5.3. 建议复修及活化优先范围(R2)：在 R2A，希望重建的受访居民有 51%，期望维修的则有 21%。

在 R2B，希望重建的受访居民有 39%，而期望维修的则有 33%。从数据可见，R2A 及 R2B 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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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都有重建的渴求，但他们的需求较 R1 区低。R2A 仍列入建议复修及活化优先范围的原因有三

个：(1) 此建议只提出复修及活化的需要，而没有排除重建工程；(2) 该区居民对重建的渴求比

R1 低；(3) 此建议乃为避免大型重建工程在短时间内破坏区内的文化特色。有见多位区内持份

者都期望保留街道风貌，故规划顾问正构思符合整区需要的统一规划指引。而于 R2B 区，规划

顾问经考虑公众意见及地区的长远发展方向后，建议将此区修改为建议重建及复修混合范围，

以反映该区失修旧楼的重建需要。考虑到重建工程将驱使受影响的长生店迁往邻近地区，扩大

殡仪相关行业的范围，故此规划顾问在修改小区更新建议的同时，亦积极考虑各项纾缓方案，

如增加公众化宝炉及停泊灵车的车位等。 

IV.5.4. 建议重建优先范围重建及复修混合范围(R3)：在 R3A，希望重建的受访居民占 42%，期望维修

的有 36%，而希望维持现状的则占 22%。在 R3B (只反映崇字大厦的居民意愿)，希望重建的受

访居民占 26%，期望维修的有 59%，而希望维持现状的则占 15%。在 R3C，希望重建的受访居

民占 45%，期望维修的有 29%，而希望维持现状的则占 26%。基于 R3 小区居民有重建及维修的

需求，故建议重建及复修混合范围的定界是合宜的。楼宇的重建需要以可楼龄作参考。问卷调

查的结果指出 R3 区内 50 年或以上楼龄楼宇的居民对重建有较大的期望 (见 IV.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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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纾缓措施的建议  

V.1. 纾缓措施的探索方向 

V.1.1. 九龙城市区更新计划第一阶段社会影响评估利用社区概览 (统计资料分析、持份者面谈访问/咨

询及小区实地考察) 辨别区内的受影响持份者及支援网络，并以问卷调查去评估各社会影响的性

质、重要性及幅度。从分析可见，受影响的居民群组可分为业主、租客、少数族裔 (主要是印度

人、巴基斯坦人及泰国人)及天台屋居民四大类别。这些组群面对重建及复修时，有共同的关注

事项如经济负担，也有各自的困难。为了纾缓更新计划带来的负面影响，顾问参考受访者的建

议和本港以及外地的纾缓策略，尝试就不同的需要草拟纾缓措施，以供第二阶段的社会影响评

估及公众参与活动作讨论。另外，顾问亦就九龙城区内四个重点行业包括土瓜湾汽车维修业(车

房)、龙城区衙前围道一带食肆、红磡殡仪及相关行业、及红磡珠宝业作社会影响评估分析，并

综合各持份者意见提出纾缓建议。顾问提出九龙城市区更新的纾缓措施可从三个方向考虑： 

 

 

(1) 以一站式支援及资讯中心为基础： 受影响的业主和租客非常重视收购/赔偿金额和安置等问

题。有见他们的人数众多，有关重建的事项繁琐而专业，故顾问建议市建局在九龙城区设一

站式支援及资讯中心1。该中心的服务时间须照顾上班人士及非上班人士的需要。建议的服

务范围包括： 

i. 公众教育：供受影响人士翻看有关重建、复修和活化的资料。可藉短片播放、单张/月

刊、工作坊等向少数族裔、老街坊及其他区内持份者发放有关重建的资讯，保障他们的

利益 

ii. 咨询服务：解释及商讨重建补偿事宜、转介查询法律咨询的专业顾问服务的资料、提

供物业估价服务 

                                                             
1 类似的一站式服务中心已由市建局设立于大角咀(名为「市建一站通」中心」)，而根据市建局提供的资料，类似的资源中

心会逐步于其他地区成立。 

紓緩措施的 

三個構思方向 

以一站式支援及資訊中心為基礎 

推廣現有政策及發展現行的支援計劃 

連繫區內的組織及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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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沟通平台：不但为居民能够提供一个沟通及维持社交网络的平台，又为业主立案法团、

重建工程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士提供场地作会议之用 

iv. 情绪支援：可以与区内的社会福利机构合作，定时派出社工驻留中心，以接触及关怀

更多求助者。需要时，中心可成为辅导室，为有需要人士作心理支援 

v. 翻译服务：有见不少少数族裔人士不会操中文及英文，故需要为他们提供即时传译及

翻译文件的服务 

 

(2) 推广现有政策及发展现行的支援计划：顾问在评估的过程中，发现受影响的地区持份者对

更新的认识不足。他们非但对现有的市区更新资源认识不足，有些甚至对重建的政策存在误

解，例如一些居民认为市建局计算同区七年楼龄的楼价是以建筑呎价作标准2；又有不少天

台「业主」以为自己在市建局的计划中将不会获得任何形式安置3等。有见及此， 

顾问认为必须向九龙城区受影响人士推广现有政策，让他们掌握更多市区更新的知识，如重

建及复修计划、市区更新进度、赔偿及搬迁安排等，藉以保障个人利益及澄清市民的误解。

现时市建局、发展局和地区上的非政府机构已进行一些颇有成效的计划，以纾缓重建对居民

造成的社会影响，例如市区更新信托基金资助的「社工服务队」、发展局为受强制拍卖影响

居民而设的「调解先导计划」以及由长者安居协会提供的「支援长者业主外展服务先导计划」

等。对于这些已颇有成效的纾缓计划，政府可考虑在先导计划的基础继续发展，并配合九龙

城区独特的情况加以推行。此外，为了让更多受影响人士能够认识现有服务，顾问亦建议政

府主动到访地区机构，如学校，以展览、讲座及工作坊等形式作推广。 

 

(3) 连系区内的组织及机构：区内不同的组织及机构都有自己的专长及服务网络，如能将他们

连系起来，各自发挥所长，互相补足，定必可以有系统地服务不同的对象，包括长者、儿童

及青少年、家长、残疾人士、精神病康复者、新移民及少数族裔等，减省资源重迭，增加社

区资本。连系区内的组织及机构的工作可考虑从：(1) 组织九龙城市区更新服务网络，连系

各地区服务机构，作资源组织及分配。这架构不但可以善用现有资源，更可让受影响持份者

清晰了解面对不同困难时的求助对象。(2) 以跨机构的合作模式，在更新的过程中，按各更

新阶段的需要为受影响持份者提供支援服务。本港以往在更新工程中曾有类似的官、商、民

合作模式 –「家在石排湾」曾联系政府、社会福利机构及地区义工队，协助居民迁入港岛南

区的石排湾，并举办活动及组织互助网络，让他们加快适应新环境，减低他们因搬迁带来的

压力和焦虑。 

 

V.1.2. 在以上三个纾缓措施的构想方向的基础上，顾问遂按「受重建影响的业主」、「受重建影响的

租户」、「受重建影响的长者居民」、「受重建影响的新移民居民」、「受重建影响的少数族

裔居民」、「受重建影响的天台屋居民」、「受复修影响的住户」、「土瓜湾区汽车维修业」、

「龙塘区衙前围道一带食肆」、「红磡区殡仪相关行业」和「红磡区珠宝业」的需要，提出一

些具体的纾缓措施建议。 

 

                                                             
2 市建局的计算是以实用呎价作标准的。 
3 有关市建局在重建中对天台屋居民的安置政策会在后面略述，而市建局的现行收购赔偿及安置政策详述于市建局网页

http://www.ura.org.hk， 一切政策资料以市建局网页为准。 



136 九龙城市区更新社会影响评估研究 | 工作报告 

 

V.2. 受重建影响的住户 

V.2.1. 在研究的过程中，大部分居民纷纷表达他们对市建局主导重建计划的意愿。业主期望市建局能

够协助他们集合业权，加快重建的步伐；租客期望得到特惠津贴及安排上公屋；长者持份者则

认为这安排可保障他们免受欺骗。居民的清晰意愿反映他们各自的忧虑。可是，如果所有重建

项目都由市建局承担，那重建的步伐将会受资源所限而变得相当缓慢，不能切合区内实际的需

要。故此，九龙城区的更新计划实有需要考虑不同的重建方案（包括私人主导重建），以善用

不同的资源及策略为区内持份者塑造一个适切的更新蓝图。 

 

受重建影响的业主 

V.2.2. 面对重建，业主最担心的是「收购/赔偿金额问题」、「安置问题/难觅合适居所」及「搬迁后家

庭开支/经济负担增加」。面对以上问题，业主希望得到的协助包括： 

a) 原区居住 (安排居所) 

b) 有人商讨重建补偿事宜 

c) 转介物业估价及法律咨询的专业顾问服务 

d) 有人解释九龙城区重建或复修事宜 

 

由私人发展商主导的重建 

V.2.3. 在私人发展商主导的项目中，发展商会派员与业主商讨重建收购事宜及作物业估价。同时，业

主亦可透过银行等机构作免费的物业估值。在买卖双方同意下，方会成交。业主凭借出售物业

的所得可自由地在市场另购一物业或作其他安排，如入住老人院。在收购的过程中，自住业主

与非自住业主将得到同样的收购收益。 

V.2.4. 在私人发展商收购的过程中，业主多面对两大难题：(1) 除了一般的经济考虑外，业主尤其担心

被私人发展商所骗而以低价出售物业或是售出单位后久久未能取得约定金额；(2) 业权分散，难

以集合足够的业权达成买卖共识。 

V.2.5. 纾缓措施：回应以上忧虑，顾问就由私人发展商主导的重建计划提出以下纾缓措施：  

(1) 提供协商服务： 可参考发展局在过去一两年为受强制拍卖影响的居民，提供的「调解先

导计划4」，其旨在协助强制拍卖的各方，通过调解专线办事处，物色双方认为合适的调

解员，在独立和不偏不倚的专业协助下为业主解决有关强制拍卖引起的争议。除了此先导

计划外，香港现时也有其他和解服务，如香港和解中心曾为不少政府部门和非牟利机构提

供免费调解服务5。顾问可在下一阶段的评估进一步探讨。 

(2) 提供重建资讯、社区联系和个案跟进服务： 除了利用「一站式支援及资讯中心」作重建

支援外，另一个可考虑的方法是扩大现时市区更新基金财政支持社工服务队6，由现时只

                                                             
4 「调解先导计划」乃由联合调解专线办事处有限公司独立管理。计划详情可参阅 http://lcsromediation.hk/ 
5 香港和解中心曾为政府部门和非牟利机构提供的免费调解服务 http://www.mediationcentre.org.hk/free.html 
6 例如：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观塘市区重建社区服务队的服务范围包括 (1) 咨询服务 - 透过电话热线、偶到服务及街头咨

询站等，为重建区居民提供有关重建、福利服务及社区资源等资讯；(2) 互助网络 - 透过小组聚会、社区活动及居民会议等

活动，动员居民关注区内问题，藉此强化居民间的互助网络；(3) 社区联系 - 就重建对社区带来的影响，主动探访不同的社

群组织，联系相关政府部门，透过互动沟通和强化不同团体的合作，使重建得以顺利推行；(4) 个案工作 - 透过个案跟进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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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市建局的重建项目，扩大到资助私人发展商主导的重建项目。有关初步建议或涉及政

策等事宜，顾问将在研究下一阶段进一步探讨。 

(3) 善用居民组织作沟通平台以凝聚居民力量： 在评估的过程中，顾问发现区议员及社工均

在重建收购过程中担演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但成为众多业主间的沟通桥梁，有的更成功组

织居民成立重建关注组或业主立案法团，以巩固居民间的凝聚力及增强他们对自身权益的

认识。因此，顾问建议在重建的过程中，地区的领袖可增强彼此间的合作，透过居民组织，

如重建关注组及业主立案法团，作沟通平台以凝聚居民及集合业权，提升居民对重建的意

识及增强议价力。 

 

由市建局主导的重建 

V.2.6. 在研究的过程中，有建议把计算自置居所津贴7的基础，由现时的同区七年楼龄单位改为五年甚

至三年楼龄单位计算，但有关七年楼龄的计算方法曾在 2001 年于立法会中经过仔细的讨论而决

定的，短时间内，难以改变。要检讨此政策，须先在社会上有检讨政策的共识，然后开展检讨

程序，如在立法会上进行讨论。  

V.2.7. 另外，有受影响的业主建议收窄出租业主与自住业主8在市建局主导的重建计划中所获得的赔偿

包括各项津贴，以减少重建因出租业主抱怨「赔偿不公」而产生的阻力。顾问得悉市建局近期

就因为要回应有关的诉求而推出一项政策，内容是向倚靠出租单位所得收入为生的长者发放出

租住宅物业长者业主体恤津贴，使有关的长者业主获得的赔偿，更贴近于自住业主所获得的赔

偿。此外，针对在市建局成功收购物业前被业主要求于租约期满或终止后迁出的租客，市建局

亦推出了「住宅租客体恤援助计划」，以纾缓出租业主因迫走租客(企图获得更多赔偿)而产生不

良的社会后果。 

V.2.8. 在市建局主导的重建项目9中，自住业主可得到物业市值交吉价的收购费(市建局将作物业估价)

及自置居所津贴作为收购价或以「楼换楼」10的方法购置楼换楼单位，空置单位的业主及出租业

                                                                                                                                                                                                                                  
转介服务，为重建区居民提供情绪支援及协助他们解决生活上遇到的困难；(5) 社区教育 - 举办不同形式的社区教育活动，

如街头展览、讲座及寄发通讯，加强居民对市区重建的政策及程序的认识；(6) 过度/适应 - 于重建正式开展后，动员义工

及社区资源，协助居民处理因搬迁及适应新生活所带来的问题。 
7现时自置居所津贴的计算方法为被收购单位市值与类似地区一个楼龄假设为七年而面积相若位于中层及座向一般的假设重

置单位价值的差价。  
8 "自住业主"是指以其物业作自用，并以此物业作为其唯一居所的业主。若业主并非以此物业作为其唯一居所，此物业的占

用情况会视作"空置"，该业主亦只会获发放该物业的补助津贴而非自置居所津贴。补助津贴是自置居所津贴的一个百分比率。

业主是否以此物业作为其唯一居所，将由市建局根据现行政策而厘定。

http://www.ura.org.hk/tc/schemes-and-policies/redevelopment/ura-implemented-projects/acquisition/domestic-propertie
s.aspx 
9 市建局的收购价可分为三部分：「可获物业市值(交吉价)」、「补助津贴」及「自置居所津贴」。不论住宅物业用途为自

住或出租，业主均可获物业的市值。在此以外，市建局为体恤自住业主因重建而被迫搬迁，故额外发出自置居所津贴，以协

助业主另觅居所。对于部份自住、部份出租的业主，市建局在交吉价外，亦就自住部份发出自置居所津贴及出租部份发出部

份的补助津贴。对全部出租及空置单位的业主，市建局除了交吉价，亦加上补助津贴。从此收购物业计算基础来看，自住及

出租业主就按不同的处景取得不同的津贴。市建局的收购物业计算基础以市建局网页的资料为准：
http://www.ura.org.hk/tc/schemes-and-policies/redevelopment/ura-implemented-projects/acquisition.aspx 
10「楼换楼」计划是给予受市建局重建项目影响的住宅自住业主现金补偿及特惠金以外的另一选择。选择「楼换楼」的住宅

自住业主必须先接受按「七年楼」呎价计算的现金补偿金额，才可选择「楼换楼」。之后，他们便可选择购买在原址重建的

单位中最低 5 至 8 楼层，或市建局在启德发展区的楼换楼单位。市建局将会在发出收购建议时厘定「楼换楼」单位的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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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可获其物业的市值交吉价另加补助津贴。市建局正在启德发展区内一个市建局的地段兴建用

以「楼换楼」的单位，同时又在九龙城区内发展数个项目。当有关项目竣工后，业主如选择「楼

换楼」将可即时迁入「现楼」。为了协助受影响的业主搬迁，现时市建局更为受其主导项目影

响的业主提供津贴。 

V.2.9. 纾缓措施：顾问就由市建局主导的重建计划提出以下纾缓措施： 

(1) 向受影响居民加强推广「出租住宅物业长者业主体恤津贴」的新措施，减少有关业主对重

建的忧虑。 

(2) 考虑将现时「出租住宅物业长者业主体恤津贴」推广至其他有需要人士，如有严重伤病人

士的家庭。 

(3) 市建局推出「楼换楼」计划供重建户的自住业主作现金赔偿以外的选择，待「楼换楼」计

划的单位落成后，合资格的业主可即时选择购买现成的单位作出搬迁。在「楼换楼」计划

尚未落成的过渡期间，市建局及社区服务队亦需尽力协助重建户在居所安排上的问题。 

  

受重建影响的租户 

V.2.10. 面对重建，租户最担心的是「安置问题/难觅合适居所」、「因重建而被迫搬出，无家可归」、

「搬迁后家庭开支/经济负担增加」及「搬迁后子女(孙儿)返学/转校」。面对以上问题，居民希

望得到的协助，包括： 

a) 原区居住 (安排居所) 

b) 有人商讨重建补偿事宜 

c) 转介物业估价及法律咨询的专业顾问服务 

d) 子女转校的协助 

e) 有人解释九龙城区重建或复修事宜 

 

由私人发展商主导的重建 

V.2.11. 租户将在租约的保障下完成租用期或从业主取得中止租约的补偿金，重建并不会影响其租约。 

由市建局主导的重建 

V.2.12. 在市建局主导的重建项目中，符合资格11的住宅租客可获安置单位或取得特惠金。为了协助受影

响的租客搬迁，现时市建局向接受安置的租客提供特惠搬迁津贴。 

V.2.13. 纾缓措施：在评估过程中，顾问发现租户对市建局的政策认识不足，又惧怕被业主迫迁，故顾

问认为市建局有需要向受影响租户加强介绍有关的赔偿政策和租户在现时法规下所享有的权益。 

  

                                                                                                                                                                                                                                  
「楼换楼」计划将适用于政府在 2011 年 2 月 24 日宣布新的《市区重建策略》之后开展的项目，首批适用的项目是市建局于

2011 年 3 月开展的两个项目。 
ttp://www.ura.org.hk/tc/schemes-and-policies/redevelopment/ura-implemented-projects/flat.aspx 
11 住宅租客的安置资格：(1)有关租客必须在市建局为重建项目进行的冻结人口调查（"冻结人口调查"）之前已一直真正在重

建项目范围内居住，并且没有其他居所；及 (2) 必须符合房委及房协所公布入住公营出租房屋的资格准则 

http://www.ura.org.hk/media/799852/edolca_leaflet__chi__20120221.pdf
http://www.ura.org.hk/media/799852/edolca_leaflet__chi__201202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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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子女转校协助」诉求提出的纾缓措施 

V.2.14. 有鉴于租户提出获得「子女转校协助」为一重要的纾缓措施，顾问建议纾缓措施有： 

(1) 向受影响的家庭提供资讯： 透过市建局的一站式支援及资讯中心或学校讲座，向家长提供

有关子女转校的资讯，例如：在另一个社区哪些学校适合受重建影响的学童就读 

(2) 向受影响的学童及家长提供支援： 加强和扩大现时社工服务队的服务范围，协助受影响

的学童及家长适应环境和提供情绪支援 

 

受重建影响的长者居民 

V.2.15. 居住在建议重建地区的居民多是老街坊。经过多年在区内生活，他们已经习惯当地的人、事、

物及文化，故他们大多希望能够原区居住。有学者 (McAndrew, 199312)曾指出长者很倚靠地域

性的安全感去维持他们身体及社交的健康。在一个由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及香港大学社会工作

及社会行政学系进行的研究13发现，部分受重建影响的长者搬进新居后，会因为害怕迷路所以不

敢外出。对于适应力较弱的长者，迁入新社区可能会缩减他们的个人空间及削弱他们于邻舍间

的支援、社区的参与度及活动空间。 

V.2.16. 纾缓措施：就上述的问题，顾问建议纾缓措施有： 

(1) 以上就业主和租户需要提出的纾缓措施建议，均适用于长者居民 

(2) 协助迁居的长者适应新环境──有鉴于长者居民对适应新环境面对较大的困难，顾问建议

加强和扩大现时社工服务队的服务范围，以协助私人主导项目及市建局主导项目内的长者

在重建后适应新环境，并举办社交活动让他们认识新的社区环境及区内人士，以建立归属

感及互助网络。长者的支援计划可参考 2011 年由长者安居协会提供「支援长者业主外展服

务先导计划14」，当中包括外展服务、咨询服务、个案服务以及社区教育，计划的目的是协

助长者更积极面对重建带来的影响。至于此计划如何配合九龙城区长者的具体情况，顾问

可以在下一阶段的评估作进一步探讨 

 

受重建影响的新移民居民 

V.2.17. 顾问发现很多新移民居民来港后便一直住在九龙城区。他们的在学子女大多在区内就读，所以

他们的情况与长者居民相似，会较难适应新环境，对原区生活的需求较大。 

V.2.18. 纾缓措施：就上述问题，顾问建议政府加强支援区内服务新移民的社会服务机构；此外，亦可

考虑加强现有社工服务队的服务，提供情绪支援服务，协助受影响的新移民适应搬迁后的新环

境，并举办社交活动让他们认识社区及区内人士，以建立归属感及互助网络。 

 

                                                             
12 McAndrew, F. T. (1993).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Pacific Grove, California: Books/Cole Publishing Co. 
13 Hong Kong Young Women’s Assoication and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and Social Administration (1998). Research report 
on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redevelopment project on elderly singletons and couples living in public housing. Hong Kong,  
14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www.schsa.org.hk/include/attachment/press_attachment.php%3Fpress_id%3D26%2
6file_no%3D1&sa=U&ei=8r45UeDBBMyqkgWXzYGACg&ved=0CAsQFjAC&client=internal-uds-cse&usg=AFQjCNHeN0l832Jleal
2vMcr22Gkgot8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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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重建影响的少数族裔居民 

V.2.19. 少数族裔不期望开展更新工程。他们除了担心「赔偿」和「安置或搬迁」问题外，同时，亦跟

天台屋居民一样较忧虑「无家可归」。他们担心在市区更新的过程中，可能会遭业主迫迁或未

能另觅合适而又符合他们负担能力的单位居住。此外，他们亦关注「交通」问题。据社区概览

的资料显示，少数族裔居民大多在市区工作，并且会到区内的少数族裔的机构或/和宗教场所 (如

清真寺)。如果搬迁到其他社区，他们要上班及维持现有的社交网络便需支付较高的交通费。 

V.2.20. 比较印度、巴基斯坦及泰国这三个群组，泰裔社区支援相对充裕。他们的收入普遍较低，故大

都因为租金平宜而租住土瓜湾旧楼单位。他们因着经济及宗教需要所限，房子的选择本已经不

多，加上他们在过程中受到本地业主歧视，对自我权益认知不足，又不懂中、英文，所以他们

搬迁时面对的困难较本地居民多。问卷调查的结果反映，他们在未知悉已有落实计划时，可能

会采取「见步行步」的反应；但当他们认识更新计划的内容后，可能会因为不满而以抗争方式

回应。 

V.2.21. 纾缓措施：就上述的问题，建议的纾缓措施有： 

(1) 应更多向少数族裔宣传，并告知他们于面对重建时的权益。宣传品必须翻译至他们本身熟

悉的语言，例如泰文(泰裔居民)，Punjabi(印裔居民)和 Urdu(巴裔居民)，而宣传地点和手法

亦应顾及少数族裔的特色。例如对泰裔居民的宣传要集中在龙城区，宣传的手法可以是透

过区内一些服务泰国人的服务中心发放信息，或在泰国店铺门口张贴传单；对印、巴裔居

民的宣传则可考虑通过区内非政府机构作资讯传递或在进行宗教活动的日子到寺庙附近作

推广 (清真寺 - 周五在上乡道；锡克寺 - 周日在湾仔)。另外，考虑到少数族裔人士面对

的沟通障碍及尊重他们的独有文化，故顾问建议聘请懂得他们语言和文化的人士，以社工

介入的手法去协助少数族裔面对市区更新对他们造成的影响。 

(2) 加强非政府机构对少数族裔居民的支援。藉扩大现有的社工服务队的服务范围，为有需要

的少数族裔家庭提供情绪支援，并协助他们维持现有与同乡的社交网络及与邻近少数族裔

机构的联系。 

(3) 在区内设立少数族裔的资讯及服务中心，帮助他们适应新环境，融入社区。 

(4) 在一站式的资源中心内设少数族裔的支援服务，如传译。 

 

受重建影响的天台屋居民 

V.2.22. 由于天台屋为违规建筑，所以居民在重建过程中的「权益」一般都获得较少保障。资料清楚显

示，他们除了担心「赔偿」和「安置或搬迁」问题外，更忧虑会「无家可归」。土瓜湾区的天

台屋居民大部分为大陆来港居民，在区内早已组织起较紧密的社交网络，所以当重建，他们期

望「组织居民，争取权益」，并倾向采取抗争的手法作回应。除此以外，他们最期望的纾缓措

施还包括 1)「有人商讨补偿事宜」; 2)「原区居住」; 3)「维修贷款或补助金」和 4)「有人解释更

新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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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23. 在市建局主导项目中的措施： 

(1) 业主：对于顶楼连天台的物业，市建局会向业主提出一个收购价，包括顶楼连天台的业权。

出租天台业主，可得该天台的市值。(对于声称拥有天台屋物业业权的「业主」，市建局亦

会按情况安排合资格的业主15入住公屋单位)。 

(2) 租客：根据《市区重建局条例》推行的新项目（即非前土发公司宣布的项目），市建局将

会为合资格的住宅租户提供补偿16。 

V.2.24. 纾缓措施： 

(1) 政府有关部门向受影响的天台屋居民推广教育，使他们了解在重建计划中拥有的权益，消

除他们的疑虑。 

(2) 加强非政府机构及社工服务队对天台屋居民的情绪支援，减低他们因仿徨无助而带来的焦

虑不安，并扩阔资讯传递的渠道。 

 

V.3. 受复修影响的住户 

V.3.1. 面对复修，业主最担心的是「因需要缴付复修工程费用，而引致的经济负担」，而租户最担心

的则是「工程期间或工程完成后家庭开支/经济负担增加 (如租金上升)」。面对复修，居民希望

得到的协助，包括 (有关复修的支援服务，请见附录五)： 

a) 楼宇维修免息贷款、津贴或补助金 (如楼宇维修综合支援计划) 

b) 楼宇维修专业咨询服务(如法律、测量或工程) 

c) 转介法律咨询的专业顾问服务 

V.3.2. 政府就楼宇复修的措施： 

(1) 市建局自二零零四年起推出一系列措施，包括楼宇复修物料资助计划及贷款计划，以鼓励

业主进行适当的楼宇维修。一套统一而全面的「楼宇维修综合支援计划」，已于二零一一

年四月一日推出，计划包括四大范畴：供筹组业主立案法团的资助、大厦公用地方维修津

贴及免息贷款，及家居维修免息贷款。 

(2) 市建局为业主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和支援，包括设立热线服务及资源中心，及提供楼宇外墙

颜色设计及技术支援等。 

(3) 强制验楼计划已于 2012 年 6 月 30 日开始实施。计划规定楼龄 30 年或以上的楼宇，须每

10 年进行一次楼宇检验，藉以解决香港楼宇失修的问题。验楼的范围包括公用地方、外墙、

                                                             
15例如受影响人士须符合入住房委出租公屋单位的一般资格准则外，此外，违例天台构筑物内住户必须于冻结人口调查日之

前两年已一直真正居住于有关违例天台构筑物，而该构筑物须于 1982 年 6 月 1 日或之前已建成，方可入住房委的出租公屋

单位。若居住于违例天台构筑物的住户只能符合在冻结人口调查日之前已一直真正居住于有关违例天台构筑物的规定，而又

符合入住房协出租公屋单位的一般资格准则，则可获安置于房协的出租公屋单位。 
http://www.ura.org.hk/tc/schemes-and-policies/redevelopment/ura-implemented-projects/ex-gratia/urao/urao-rehousing.
aspx 
16 合资格的住宅租户提供补偿如下： 

•安置（视乎是否符合有关资格）；或 

•3 倍应课差饷租值，另加 0.5 倍应课差饷租值作为鼓励租客早日接受本局建议的诱因； 

•一人家庭最少可获补偿港币 70,000 元，二人或以上家庭最少可获补偿港币 80,000 元（即现行政策）。 

http://www.bd.gov.hk/chineseT/services/index_MBIS_MWI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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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出物及招牌。为协助业主履行法例责任，市建局和香港房屋协会(房协)更向合资格业主

提供财政支援。 

 

V.3.3. 在这些计划的基础上，顾问建议的纾缓措施有： 

(1) 一站式支援及资讯中心除了服务受重建影响的持份者外，同时亦为社区持份者提供维修咨

询的支援 

(2) 引用区内楼宇复修的例子，教育居民楼宇复修的注意事项。 

     

V.4. 土瓜湾区汽车维修业 

V.4.1. 资料显示汽车维修业在面对重建时，比非汽车维修行业更担心「遗散员工问题」或「失去谋生

机会」。这反映出区内的汽车维修行业比其他行业更忧虑未来的生计问题。 

V.4.2. 虽然汽车维修行业一般认为「原区重新营运」及「楼宇得到复修、继续营业」的安排较为理想，

但面对难在同区另找铺位的问题，他们亦表示愿意考虑「搬到其他地区重新营运」的可行性。

与其他区内的行业相比，他们于选址方面较有弹性。 

V.4.3. 在咨询过程中，顾问发现汽车维修业倾向接受在九龙区或在交通较方便的新界区(如荃湾、葵涌)，

以多层汽车维修城的经营方式继续营运。规划顾问将在拟订更新计划时跟进此项。 

V.4.4. 面对市区更新，汽车维修业和其他行业受访者的期望相约，资料显示他们最期望的首五项纾缓

措施为：1) 「 在重建时获得合理赔偿」;  2) 「有人商讨重建补偿」;  3) 「获得法律咨询服

务」;  4) 「获得搬迁协助」和 5) 「 有人解释更新计划的事宜」。 

 

V.5. 龙塘区衙前围道一带食肆 

V.5.1. 区内的食肆与非食肆商户对复修及活化计划的意见大致相约。大部分的商户都不太担心「影响

现时的生意或谋生机会」和「复修工程费用」问题，亦对获得纾缓措施的期望不大。 

V.5.2. 在现时环境方面最为食肆商户不满的是缺乏泊车位。不少受访的区内持份者都提出希望政府能

在区内增设停车场。此外，他们亦憧憬随着地铁及启德邮轮码头的兴建，交通情况将得到改善。

人流增加将带旺区内的商店。规划顾问将在拟订更新计划时跟进此项。 

 

V.6. 红磡区殡仪相关行业 

V.6.1. 红磡区殡仪相关行业 (长生店) 相对于同区其他行业，较不担心市区更新带来的「赔偿金额」和

「遣散员工或谋生」的问题。 

V.6.2. 对长生店来说，最理想的安排是「可以原区重新营运」。他们一般较反对「搬到其他地方重新

营运」或「楼宇得到复修或活化」。他们一般对纾缓措施的期望不大，但相对而言，他们比较

重视「有人解释九龙城区重建或复修事宜」及通过复修或活化工程改善社区的配套设施。 

V.6.3. 在讨论的过程中，长生店商户表示市区更新计划可考虑一些短中期措施以改善社区环境，减低

长生店与居民间的冲突。具体措施包括：1)设立备有废气处理设备的公众化宝炉。化宝炉的服务

时间需要配合殡仪业的服务时间，年终无休地运作，以减少居民和商户因化宝而产生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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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区内合适的地点增设专门停泊的咪表位，以改善现时因停泊灵位所引起的外观和交通挤塞

问题。规划顾问将在拟订更新计划时跟进此项。 

 

V.7. 红磡区珠宝业 

V.7.1. 问卷调查的结果反映红磡区内的珠宝业不太担心市区更新计划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复修工

程费用」和「影响现时的生意／谋生机会」。 

V.7.2. 珠宝业对各项的纾缓措施期望亦不太热衷，亦不期望「获邀出席有关九龙城区重建或复修的会

议」、「有人解释九龙城区重建或复修事宜」或「获得市建局提供专业咨询及技术支援服务」。 

V.7.3. 珠宝业商户对市区更新较大的期望是改善区内配套设施和增加社区吸引力。规划顾问将在拟订

更新计划时跟进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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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8. 纾缓措施一览  

受影响的组群 潜在困难 建议的纾缓措施 

受重建影响的居民 

住宅业主 

(由私人发展商主导的项目) 

 

 居所安排 

 担心被骗 

 业权分散，难以集合足够的业权达成买

卖共识 

 提供协商服务 

 提供重建资讯、社区联系和个案跟进服务 

 善用居民组织作沟通平台以凝聚居民力量 

住宅业主 

(由市建局主导的项目) 

 

 居所安排 

 倚靠出租单位所得收入为生的弱势社群

担心赔偿金额及搬迁问题 

 

 推广「出租住宅物业长者业主体恤津贴」 

 将「出租住宅物业长者业主体恤津贴」推广至其他有需要

人士 

 市建局推出「楼换楼」计划供重建户的自住业主作现金赔

偿以外的选择，待「楼换楼」计划的单位落成后，合资格

的业主可即时选择购买现成的单位作出搬迁。在「楼换楼」

计划尚未落成的过渡期间，市建局及社区服务队亦需尽力

协助重建户在居所安排上的问题 

住宅租户 

(由私人发展商主导的项目) 

 居所安排 

 子女转校问题 

 向受影响的家庭提供资讯 

 向受影响的学童及家长提供情绪支援 

住宅租户 

(由市建局主导的项目) 

 居所安排 

 子女转校问题 

 对市建局的政策认识不足 

 

 加强宣传市建局的政策 

 向受影响的家庭提供资讯 

 向受影响的学童及家长提供情绪支援 

http://www.ura.org.hk/media/799852/edolca_leaflet__chi__201202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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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响的组群 潜在困难 建议的纾缓措施 

长者居民 

 

 部分长者未能适应新环境，身体及社交

健康受影响 

 以上就业主和租户需要提出的纾缓措施建议，均适用于长

者居民 

 协助迁居的长者适应新环境 

 

新移民居民  子女大多在区内学校就读，较难适应新

环境 

 加强支援区内服务新移民的社会服务机构 

 向受影响的学童及家长提供情绪支援，提供情绪支援服务 

少数族裔  经济负担能力较低的租户，难以寻找另

一处租金便宜的居所 

 大多在市区工作，需要住近工作地点，

节省交通开支 

 区内有熟悉的少数族裔的机构或/和宗

教场所（如清真寺），不容易重新适应

新社区 

 受到本地业主歧视，本地业主多不愿意

将房子租给他们 

 对自我权益认知不足 

 不懂中、英文，难以沟通 

 

 应更多向少数族裔宣传，并告知他们于面对重建时的权益 

 翻译宣传品 

 宣传地点和手法亦应顾及少数族裔的特色 

 聘请懂得少数族裔语言和文化的人，以社工介入的手法去

协助 

 协助少数族裔维持现有与同乡的社交网络、与邻近少数族

裔机构的联系及参与宗教活动 

 设少数族裔的资讯及服务中心，帮助他们适应新环境，融

入社区 

 设少数族裔的支援服务，如传译 

天台屋居民  由于天台屋为违规建筑，所以居民在重

建过程中的「权益」一般都获得较少保

障 

 

 

 推广教育，让天台屋居民认识现行的纾缓政策 

 加强情绪支援 

 扩阔资讯传递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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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响的组群 潜在困难 建议的纾缓措施 

受复修影响的居民 

住户  业主对政府就楼宇复修的措施的认识有

限 

 经济负担 

 为社区持份者提供维修咨询的支援 

 引用区内楼宇复修的例子，教育居民楼宇复修的注意事项 

受影响的商户 

土瓜湾区 

汽车维修业 

 忧虑未来的生计问题 

 难在同区另找铺位 

 建议规划顾问在九龙区或在交通方便的新界区（如荃湾、

葵涌）为汽车维修业另觅地点以多层汽车维修大厦的经营

方式继续营运 

龙塘区衙前围道一带食肆  缺乏泊车位  建议规划顾问跟进小区内缺乏停车场的问题 

红磡区 

殡仪相关行业 

 公众化宝炉开放时间非常有限 

 街上化宝引来环境卫生问题 

 区内停泊灵车的车位不足 

 建议规划顾问跟进优化公众化宝服务，以及增加泊车位供

灵车停泊 

红磡区 

珠宝业 

 改善区内配套设施和增加社区吸引力  建议规划顾问跟进改善区内配套设施及环境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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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第二阶段社会影响评估  

VI.1. 第二阶段社会影响评估 

VI.1.1. 在完成第一阶段社会影响评估后，顾问将开展第二阶段的评估。 

VI.1.2. 顾问在第一阶段的社会影响评估中，曾办别出九龙城市区更新计划的受影响的持份者。在这研

究成果上，顾问将以聚焦小组的方法，深入评估九龙城市区更新计划初稿对较弱组群如天台屋、

少数族裔居民及安老院长者的影响，并探讨纾缓措施建议对他们的助益。 

VI.1.3. 第二阶段研究的成果将有助更新社区概览，并以整全的角度检视各受影响持份者面对的困难，

从而建议适切的纾缓措施。 

VI.1.4. 除了举办聚焦小组外，顾问亦会从公众参与顾问所举办的活动中，收集有关社会影响评估的资

料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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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一  持份者面谈访问/咨询 

 

讨论大纲 

 

研究目的： 

了解「九龙城市区更新初步方案」对区内各界的影响，并搜集意见以优化更新计划。 

 

讨论内容： 

1. 九龙城区的居住及营商情况 

2. 九龙城区的人际关系及组织网络 

3. 区内的重要集体记忆 

4. 您认为在区内的持份者中，谁会对「九龙城市区更新初步方案」有较大的关注？他们对更新计划

有甚么看法？ 

5. 您对更新计划有甚么优化建议？ 

 

初步方案一览 

重建优先范围  十三街及五街一带 

 九龙城道/ 落山道一带 

 环字八街/ 银汉街/ 崇安街一带 

复修及活化优先范围  衙前围道一带 

 温思劳街/ 机利士南路一带 

重建及复修混合范围  银汉街/ 上乡道/ 贵州街/ 旭日街一带 

 庇利街/ 春田街/ 崇安街一带 

 黄埔街/ 宝其利街/ 芜湖街一带 

活化商贸范围  鹤园街/ 鹤园东街/ 民裕街一带 

活化文物及设立文物步行径  如马头角牲畜检疫站、牛棚、龙津石桥、九龙寨城公园

及宋王台花园等 

活化海滨及码头  由尖沙咀通往启德发展区 

其他活化及优化建议  加强九龙城区与启德发展区的连接 

 启德隧道加建上盖，连接牛棚及新山道等中心地带 

 设美食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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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居民问卷 

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问卷编号：_______________ 

《九龙城市区更新计划社会影响评估》研究问卷 

(受「九龙城市区更新初步方案」影响的居民) 

注意：(1)访问员需清楚知道各范围的意思，并利用图片等工具让受访者对方案内容及范围有所掌握。(2)现有的

更新方案只是初步的构思。 

 

初步认识问题 (Screening Questions) 

1. 您现在的住址是(只需注明街道和街号): _______________道/街  ________号 

2. 您在未来四、五年内有否确切的搬迁计划？ 没有             有 

3. 您认为现在居住的楼宇需要有以下的改变吗？ (只可以选一项) 

  维持现状，无须更新                    需要大厦维修                 

  需要重建(重建后可以原区居住)  需要重建(重建后住处 “未定” 或 “无所谓”)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以上资料可能会影响往下的答案) 

甲部：更新对居民的影响 

如果您居住的楼宇真的要「重建」, 而使您需要搬迁，

下面的事情会带给您甚么程度的影响/担心? 

全没有影

响/担心 

很少影

响/担心 

 

一般影

响/担心 

 

颇大影

响/担心 

很大影

响/担心 

 

现时未能

回答 

1 2 3 4 5 0 
1. 收购/ 赔偿金额问题       

2. 安置问题/难觅合适居所       

3. 搬迁后家庭开支/经济负担会更多       

4. 搬迁后居住质素下降 (如地方较小/ 较远)        

5. 搬迁后子女(孙儿)返学/搵学校的问题       

6. 搬迁后与家人的冲突会增加       

7. 搬迁后与亲友的关系疏远       

8. 搬迁后失去现有的社交网络       

9. 搬迁后交通不如现时方便       

10. 搬迁后的就业问题 (如失业、转工)       

11. 搬迁后购买食物(买餸)会不方便       

12. 在搬迁的过程和搬迁后身体出现不适应       

13. 因要搬迁而带来不安/恐惧       

14. 搬迁后社区的文化与现时不同 (如新社区有新式

商场；或新社区内人与人的关系较以前冷淡) 
      

15. 搬迁后在新社区遭人歧视       

16. 搬迁后难再有熟人或组织为自己的权利发声       

17. 因重建而被迫搬出，无家可归       
[注：对个人及家庭的影响 (1-7)；对个人社区生活的影响 (8-11)；对身心健康的影响(13-14)；社区文化对个人的影响(14-15)；社区管治对个人的影响(16)；

对现有业权的影响(17)] 

香港城市大学现正进行一项有关《九龙城市区更新计划》的调查。本调查旨在初步了解公众对更新建议的想法，未有确

定的落实方案。您的宝贵意见肯定对制订九龙城市区更新计划有莫大帮助。请细心阅读下列题目，并于适当的方格内以 

() 表示或填写适当答案。从本问卷搜集得的所有资料将会绝对保密，并只作研究用途，谢谢合作！如对本研究有任何

查询，请致电 3442-8134 与何荣宗博士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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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的要搬迁，您对改善搬迁后的生活环境有多大期

望? 

全没有期

望 

很少期

望 

一般期

望 

颇大期

望 

很大期

望 

现时未能

回答 

1 2 3 4   5 0 
18. 搬迁后购买日用品会更方便       

19. 搬迁后使用各项社会设施会更方便       

如果真的要搬迁，您对改善搬迁后的生活环境有多大期

望? 

全没有期

望 

很少期

望 
 

一般期

望 

颇大期

望 

很大期

望 

现时未能

回答 

1 2 3 4 5 0 
20. 搬迁后空气质素得到改善       

21. 搬迁后噪音问题得到改善       

22. 搬迁后楼宇维修得到改善       

23. 搬迁后社区的绿化环境得到改善       

24. 搬迁后社区的治安得到改善       

25. 搬迁后社区的卫生环境得到改善       

26. 搬迁后社区的设施较完备       
[注：对个人社区生活的期望(18-19)；对环境的期望(20-26)] 

如果您居住的环境真的有「复修(维修)或活化」工程，

下面的事情会带给您甚么程度的影响/担心? 

全没有影

响/担心 

很少影

响/担心 

一般影

响/担心 

颇大影

响/担心 

很大影

响/担心 

现时未能

回答 

1 2 3 4 5 0 
1. 因需要缴付复修工程费用，而引致的经济负担       

2. 工程期间或工程完成后家庭开支/经济负担增加 

(如租金上升) 
      

3. 工程期间或工程完成后身体出现不适应       

4. 因工程而带来不安/恐惧       

[注：对个人及家庭的影响(1-2)；对身心健康的影响(3-4)] 

如果您居住的环境真的进行「复修(维修)或活化」工程，

您对工程后的生活环境有多大期望? 

全没有期

望 

很少期

望 

一般期

望 

颇大期

望 

很大期

望 

现时未能

回答 
1 2 3 4 5 0 

5. 工程后物业价格升值  (只问业主)       

6. 工程后楼宇及社区管理得到改善       
[注：对个人权利及业权的影响(5-6)] 

如果有关方面未能对您担心的事予以解决，您有

多大可能做下面的回应? 

绝对不会 不会 有可

能 

会 肯定会 不清楚/ 

不知道 

      
1 2 3 4 5 0 

1. 您会搬离这个社区        

2. 您会不再理会区内的事情       

3. 您会积极为市区更新的事情发表意见        

4. 您会积极与有关方面磋商搬迁或工程等的条

件  
      

5. 您会积极争取自己的利益       

6. 就算不满意，您都会接受收购/ 赔偿条件和

搬迁安排 
      

7. 您会跟进有关重建的事,但会尽量避免抗争       

8. 您会见步行步，不会太紧张       
[注：Exit(1-2); Voice (3-5); Loyalty(6); Neglect(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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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对「九龙城市区更新初步方案」的整体意见 (用图示) 

您是否同意现时的更新计划建议方向?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没有 

意见 

同意 非常 

同意 

不清楚/ 

不知道所指为何

地方 
1 2 3 4 5 0 

1. 建议把「五街及十三街, 九龙城道/落山道, 及

环字八街一带 」列入「重建优先范围」 
       

2. 建议把「衙前围道一带」列入「复修及活化优

先范围」 
      

3. 建议把「温思劳街 /机利士南路一带包括一些

殡仪业的商铺」列入「复修及活化优先范围」 
      

4. 建议把「土瓜湾银汉街 /旭日街, 红磡庇利街/

崇安街, 黄埔街/芜湖街一带」列入「重建及复

修混合范围」 

      

5. 建议把「鹤园街/鹤园东街 /民裕街一带珠宝玉

石商店林立的地方」列入「活化商贸范围」 
      

 

丙部：现时的社会状况 

环境状况：请您就现时居住的环境,为下列问题评分。 非常差 颇差 一般 颇好 非常好 不清楚/ 

不知道 
1 2 3 4 5 0 

1. 空气质素       

2. 噪音       

3. 楼宇维修、安全及管理       

4. 社区的绿化环境 (街道上花草树木的数量)       

5. 社区的治安       

6. 社区/街道的卫生       

7. 康乐及体育设施       

8. 医疗设施       

9. 交通运输(公共交通服务、道路及行人网络)       

10. 泊车位供应量及位置       

社区状况：就最近半年而言，您是否同意下列有关的

描述?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没有 

意见 

同意 非常 

同意 

不清楚/ 

不知道 
1 2 3 4 5 0 

1. 我是住在一个邻里关系密切的楼宇/屋苑中       

2. 与我住同一座楼宇/屋苑的人愿意帮助邻居       

3. 一般来说，与我住同一座楼宇/屋苑的人不太与

邻居交往 
      

 没有人可以帮忙 1 人 2 人 3 人 

4 人或 

以上 
4. 假如您想向人倾诉心事，您在九龙城区内有多

少朋友或亲人(不包括社工)可以帮忙？ 
     

5. 假如您突然有需要找人帮忙,如陪同看医生或暂

时替您看管孩子，您在九龙城区内有多少朋友

或亲人(不包括社工)可以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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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假如您经济突然出现困难，需要借钱，您在九

龙城区内有多少朋友或亲人(不包括社工，也不

包括国内或外地的亲友)可以帮忙？ 

     

 

在过去一年，您有否参加过以下活动？   

7. 社会服务机构(或非政府机构)举办的任何活动 没有   有，约______次 

8. 为社会服务机构(或非政府机构)当义工 没有   有，约______次 

9. 作为社区活动的干事／执委／理事 没有   有，约______次 

丁部：您的期望 

在重建过程中，您是否期望能够出现以下情况？ 几乎没

有期望 

期望 

很少 

期望一

般 

期望颇

大 

期望 

非常大 

不清楚/ 

不知道 

1 2 3 4 5 0 
1. 获得转介法律咨询的专业顾问服务       

2. 获得物业估价的专业顾问服务       

3. 获得心理辅导/ 情绪支援       

4. 居民组织起来，争取权益       

5. 获得子女转校的协助       

6. 原区居住       

7. 有人与您商讨重建补偿事宜       

在重建/ 复修过程中，您是否期望能够出现以下情况？ 

8. 获邀出席重建或复修的公众咨询       

9. 有人向您解释九龙城区重建或复修事宜       

在复修过程中，您是否期望能够出现以下情况？ 
10. 获得楼宇维修免息贷款、津贴或补助金 (如楼

宇维修综合支援计划) 
      

11. 获得楼宇维修专业咨询服务(如法律、测量或工

程) 
      

12. 获得协助/资助成立业主立案法团       

13. 如果您的楼宇需要重建，您会选择以下哪一个安排? 

 由私人发展商收购  

 由市建局主动收购  

 

业主主动提出重建要求 (申请参加市建局的「需求主导重建项目先导计划」- 资格：申请业主须拥有该地

段内不少于 67%不 分割份数、楼宇状况恶劣，以及重建地盘面积一般应大于 400 平方米) 

 

「促进者」中介服务  -  聘请「市区重建中介服务有限公司」协助业主集合土地业权以便在市场中联合

出售或按现行市场机制及其他适用的法例处置 

14. 您对现在居住的楼宇有甚么具体的重建或复修意见？请简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 当遇上重建或复修工程时，您会向甚么人或团体寻求协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您认为现在九龙城区甚么地方最急切要重建及复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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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您认为区内可增加甚么社区配套设施，如商场、公园及游泳池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 有一说法认为九龙城有些特色应该予以保留及发扬，您有甚么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 您对九龙城市区更新还有其他想法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戍部：背景资料 

1. 性别:  男  女 

2. 您的年龄是：_____ 岁 

3. 请问您在本区住了多久？___________年 

4. 请问您的最高教育水平是： 

无正式教育/幼稚园 小学    初中(中一至中三)   高中(中四至中六/七)   大专或以上 

5. 请问您在哪一年来港定居呢？ 请注明：_______年开始定居香港 

6. 如果您不是在香港出生， 您的出生地是 中国大陆  其他地方，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 

7. 您居住的地方属甚么类型的房屋？公屋  居屋  私人楼宇  

a) 全个单位 梗房  板间房/劏房  阁仔   天台屋   笼屋    床位    其他：________ 

b) 有独立厕所 有独立厨房   

8. 您在九龙城区的单位是： 

租的   买的(已供满)    买的(未供满)    亲戚/朋友的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 

       出租物业              自住物业 

9. 如果您居住的单位是租的，您在本区有否拥有物业?    有         没有 

10. 现时居住地方的实际面积为：约_________平方呎,,  住处有没有升降机      有           没有 

11. 同住人数(包括您自己):1 个(独居) 2 个 3 个 4 个 5 个 5 个以上，请注明：_____ 

12. 请问总共有多少位 6-18 岁的家庭成员与您同住？______ 

13. 请问您有多少位直系亲属居住于九龙城区? ______ 

14. 您的宗教是:  

没有宗教 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 回教 印度教 其他，请注明：________ 

15. 如果您有工作，您的职业是甚么？  

 渔农业熟练工人及不能分类的职业   非技术工人     机台及机器操作员及装配员 

工艺及有关人员       服务工作及商店销售人员  文员   

 辅助专业人员       专业人员     经理及行政人员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如果您有工作，您是否在九龙城区工作?    是                    否 

17.  如果您没有工作，您的现况是: 学生 主妇或打理家务   失业  退休   其他,请注明：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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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在最近一年，您全家平均每月工作收入有多少 (不包括综援或生果金)(港币)？ 
<$1,000             $1,000-$4,999  $5,000-$9,999  $10,000-$14,999   
$15,000-$19,999  $20,000-$24,999 $25,000-$39,999 ≧$40, 000 

19.  如已退休，在最近一年，您全家平均每月收入有多少 (包括综援或生果金, 投资回报等) 
<$1,000   $1,000-$4,999  $5,000-$9,999   $10,000-$14,999   
$15,000-$19,999  $20,000-$24,999 $25,000-$39,999      ≧$40, 000 

20.  您或您的家人现时有否接受任何形式的综援 (例如失业援助)呢？ 

  有，每月领取____________元(港币) ，已经领取_________月         没有      不知道 

21. 您的婚姻是： 已婚／同居   未婚   离婚／分居   丧偶 

22. 您曾否在街上填答九龙城市区更新公众意见调查问卷？有  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名：                       联络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问卷完，非常感谢你的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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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商户问卷 

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问卷编号：_______________ 

《九龙城市区更新计划社会影响评估》研究问卷 

(受「九龙城市区更新初步方案」影响的商户) 

注意：(1)访问员需清楚掌握方案内容及范围，并利用图片等工具让受访者明白；(2)现有的更新方案只是初步构

思；(3)注有「*」的题目乃供个别行业回答。 

 

初步认识问题 (Screening Questions) 

1.  您的身份是甚么？ 雇主   雇员 

2.  贵商户/ 您现在的所在地是(只问雇主): ___________道/街  ______号 

3.  贵商户/ 您在未来四、五年内有否确切的搬迁计划(只问雇主)？ 没有     有 

 (注:以上资料可能会影响往下的答案) 

甲部：更新对商户的影响 

如果贵商户/ 您营业的地段要「重建」, 而使您需要搬迁,

下面的事情会带给您甚么程度的影响/担心？(适用于受

重建影响地区) 

全没有

影响/

担心 

很少 

影响/

担心 

一般 

影响/

担心 

颇大 

影响/

担心 

很大 

影响 

/担心 

现时未

能回答 

1 2 3 4 5 0 
1.  收购/ 赔偿金额问题 (只问雇主)       

2.  遣散员工问题/ 失去谋生机会       

3.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贵商户/ 您营业的环境需要「复修或活化」，下面的

事情会带给您甚么程度的影响/担心？(适用于受复修或

活化影响地区) 

全没有

影响/

担心 

很少 

影响/

担心 

一般 

影响/

担心 

颇大 

影响/

担心 

很大 

影响 

/担心 

现时未

能回答 

1 2 3 4 5 0 
1.  因为需要缴付复修工程费用，而引致经济负担(只问雇

主)  
      

2.  工程影响现时的生意/ 谋生机会  

例子：雇主 –  暂停营业；雇员 – 失去工作 
      

  

如果贵商户/您营业的环境真的进行「复修或活化」工程，

您对工程后的营业环境有多大期望？(适用于受复修或活

化影响地区) 

全没有

期望 

很少 

期望 

一般 

期望 

颇大 

期望 

很大 

期望 

现时未

能回答 
1 2 3 4 5 0 

3.  复修及活化工程改善了社区吸引力，增加人流/商机       

4.  增强商户网络(只问雇主)       

5.  改善社区的商业配套设施       

6.  物业价格升值(只问雇主)       

7.  物业租金上升(只问雇主)       

  

香港城市大学现正进行一项有关《九龙城市区更新计划》的调查。本调查旨在初步了解公众对更新建议的想法，未有确定

的落实方案。您的宝贵意见肯定对制订九龙城市区更新计划有莫大帮助。请细心阅读下列题目，并于适当的方格内以 () 表

示或填写适当答案。从本问卷搜集得的所有资料将会绝对保密，并只作研究用途，谢谢合作！如对本研究有任何查询，请

致电 3442-8134 与何荣宗博士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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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关方面未能对您担心的事予以解决，贵商

户/您有多大可能做下面的回应? (只问雇主)                                      

绝对不会 不会 有可

能 

会 肯定会 不清楚/ 

不知道 

      
1 2 3 4 5 0 

1. 贵商户/您会搬离这个社区        

2. 贵商户/您会不再理会区内的事情       

3. 贵商户/您会积极为市区更新的事情发表意

见  
      

4. 贵商户/您会积极与有关方面磋商搬迁或工

程等的条件  
      

5. 贵商户/您会积极争取自己的利益       

6. 就算不满意，贵商户/您都会接受收购/ 赔偿

条件和搬迁安排 
      

7. 贵商户/您会跟进有关重建的事,但会尽量避

免抗争 
      

8. 贵商户/您会见步行步，不会太紧张       

[注：Exit(1-2); Voice (3-5); Loyalty(6); Neglect(7-8)] 

乙部：对「九龙城市区更新初步方案」的整体意见 (用图示) 

您是否同意现时的更新计划建议方向?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没有 

意见 

同意 非常 

同意 

不清楚/不知

道所指为何

地方 
1 2 3 4 5 0 

1. 建议把「五街及十三街, 九龙城道/落山道, 及

环字八街一带 」列入「重建优先范围」 
       

2. 建议把「衙前围道一带」列入「复修及活化优

先范围」 
      

3. 建议把「温思劳街 /机利士南路一带包括一些

殡仪业的商铺」列入「复修及活化优先范围」 
      

4. 建议把「土瓜湾银汉街 /旭日街, 红磡庇利街

/崇安街, 黄埔街/芜湖街一带」列入「重建及

复修混合范围」 

      

5. 建议把「鹤园街/鹤园东街 /民裕街一带珠宝

玉石商店林立的地方」列入「活化商贸范围」 
      

丙部：现时的社会状况 

环境状况：请您就现时营商的环境,为下列问题评

分。 

非常差 颇差 一般 颇好 非常好 不清楚/ 

不知道 
1 2 3 4 5 0 

1. 空气质素       

2. 噪音       

3. 楼宇维修、安全及管理       

4. 社区的治安       

5. 社区/街道的卫生       

6. 社区的绿化环境(街道上花草树木的数量)       

7. 公共交通运输(公共交通服务、道路及行人网

络) 
      

8. 泊车位供应量及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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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商户网络(如与其他商户有分享、有交流) (只

问雇主) 
      

10. 社区的商业配套设施       

  非常高 颇高 一般 颇合理 非常 

合理 

不清楚/ 

不知道 

11. 商铺租金(只问雇主)       

 

 

丁部：您的期望 

在更新计划进行前，贵商户是否期望能够出现以下

情况？(只问雇主) 

全没有

期望 

很少 

期望 

一般 

期望 

颇大 

期望 

很大 

期望 

现时未

能回答 
1 2 3 4 5 0 

1. 因重建而获得转介法律咨询的专业顾问服务       

2. 因重建而获得物业估价的专业顾问服务       

3. 因重建而获得心理辅导/ 情绪支援       

4. 组织商户，争取权益       

5. 因重建而获得搬迁协助       

6. 因重建而获得合理的补偿       

7. 有人与您商讨重建补偿事宜       

8. 获邀出席有关九龙城区重建或复修的会议 

(公众咨询) 
      

9. 有人向您解释九龙城区重建或复修事宜       

10. 就活化商贸大厦(如美化外墙/大厦维修) 可

获得市建局提供专业咨询及技术支援服务 

(适用于活化商贸问卷) 

      

 

对贵商户来说，甚么是最理想的安排? (只问雇主) 非常不

理想 

不理想 一般 很理想 非常理

想 

不清楚

/ 
不知道 

1 2 3 4 5 0 
1. 可以原区重新营运       

2. 要搬到其他地区重新营运       

3. 楼宇得到复修/活化，可以长期营业下去       

 

*汽车维修业： 

如果贵商户营业的地段要「重建」, 而使您需要搬

迁,您认为以下的建议理想吗？(只问雇主) (适用于

受重建影响地区) 

 

非常不

理想 

不理想 一般 很理想 非常理

想 

不清楚

/ 
不知道 

1 2 3 4 5 0 

4 迁往区内其他地铺继续营运       

5. 将维修工序迁往区内特别设计的多层工场(地

铺可保留或不保留接待处及零售业务) 
      

6. 在地铺保留接待处及零售业务或安排上门收

车服务，将维修工序迁住较偏远地方如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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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殡仪业： 

如果贵商户营业的地段要「复修及活化」以改善社

区,您认为以下的建议理想吗？(只问雇主) (适用于

受重建影响地区) 

 

非常不

理想 

不理想 一般 很理想 非常理

想 

不清楚

/ 
不知道 

1 2 3 4 5 0 

7. 引导殡仪业和相关行业店铺优化营运模式，

与民居和谐共处 
      

8. 集中店铺在指定小区内营运，与主要民居留

有缓冲地带作分隔 
      

9. 集中店铺在一座多层楼宇营运       

10. *食店：您认为这些街道可以增加甚么设施配套去美化当区，如设立标记、门牌等指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贵商户/ 您未来有甚么发展路向？您认为以上提及的建议将对您的营运带来甚么影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贵商户/ 您对市区更新还有其他想法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戍部：背景资料 

1. 性别:  男 女 

2. 您的年龄是：_____ 岁 

3. 请问贵商户/ 您在本区营业/工作了多久？___________年 

4. 现时商铺是租用还是已购置的(只问雇主)？   租用          已购置 (银行按揭)          已购

置 (已付全数) 

5. 现时商铺的实际面积约(只问雇主):_________平方呎 

6. 现时贵商户/ 您聘请了多少员工(只问雇主)？全职员工__________/ 兼职员工__________ 

7. 贵商户/ 您曾否在街上填答九龙城市区更新公众意见调查问卷？有  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签名：                      联络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问卷完，非常感谢你的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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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为受重建影响的居民提供的社会服务 

 服务  对象 机构 

1 观塘市区重建社区服务 

内容：咨询服务、互助网络、社区联系、个案工作、社区教育、过度/适应 

网址：http://www.cfsc.org.hk/unitweb/service/serv7/701.php?company_id=SRV7_5 

观塘重建范

围内的居民

及商户 

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 

地址：九龙观塘协和街

71 号地下南座  

电话：3580 8841  

传真：2110 8625 

 

2 秀茂坪社区发展计画 

内容：协助居民面对重建及解决社区问题 

网址：http://www.hkcs.org/archives/cd/smpcd.htm 

http://hkcs.org/admin/contact.html 

 

秀茂坪重建

的居民 
香港基督教服务处 

电邮： info@hkcs.org 

电话： +852 2731 6316 

传真： +852 2731 6333 

地址：香港九龙尖沙咀加

连威老道 33 号 

 

3 「学建关爱」义务工作计划 

内容： 

市建局开展「学建关爱」义务工作计划，以建立一个合作平台，让大学及大专院校的学生，有机会

和地区组织及市建局的义工，一同身体力行，透过各类义工服务，表达对旧区居民的关爱，亦促进

年青人的多元学习。 

网址：http://www.ura.org.hk/tc/community/community%20service%20partnership%20scheme.aspx 

 

旧区居民 市区重建区 

电话：2588 2333 

电邮：
inquiry@mail1.ura.org.hk 

 

4  救世军市区重建社区服务队 

内容： 

为受市区重建影响的居民解决因重建搬迁而带来的困难。的服务包括：(1)协助居民面对重建搬迁带

来的忧虑；(2)透过不同形式的活动接触居民，让居民对补偿及安置有更深入的了解；(3) 动员义工

及区内社区资源协助有特别需要的居民 

网址：http://ssd.salvation.org.hk/ssd/YFS/SASS%20YFS%20Comm/URSST/SASS%20URSST.aspx 

受市区重建

影响的居民 

 

救世军 

旺角砵兰街 400 号  鸿

曙商业大厦 2 字楼(总办

事处) 

电话：2117 8670 

传真：3974 5139 

电邮：
sspursst@ssd.salvation.or

g.hk 

 

http://www.cfsc.org.hk/unitweb/service/serv7/701.php?company_id=SRV7_5
http://www.hkcs.org/archives/cd/smpcd.htm
http://hkcs.org/admin/contact.html
http://hk.search.yahoo.com/r/_ylt=A2oKmLbctQBRLmcAypuzygt.;_ylu=X3oDMTByMjhxODA5BHNlYwNzcgRwb3MDMwRjb2xvA3NnMwR2dGlkAw--/SIG=11t3k00em/EXP=1359029852/**http%3a/www.hkcs.org/archives/cd/smpcd.htm
http://www.ura.org.hk/tc/community/community%20service%20partnership%20schem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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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市区更新基金有限公司 

内容： 

市区更新基金有限公司已获市建局拨款港币五亿元，作为独立的经费来源，用作     资助向受市

建局执行的重建项目所影响居民提供协助的社区服务队之运作经费﹔资助由‘市区更新地区咨询平

台’建议的社会影响评估及其他相关的规划研究﹔以及资助由非政府组织及其他持分者提议的在市

区更新范围内进行的文物保育及地区活化项目。 

网址：http://urfund.org.hk/b5_about.html 

 

受市建局执

行的重建项

目所影响居

民 

市区更新基金有限公司 

地址: 市区更新基金有

限公司秘书处 

 香港皇后大道中 183 号

中远大厦 25 楼 2508 室 

 

电话: 3752 2723 

传真: 3426 4643 

电邮 : 

urfund@urfund.org.hk 

 

6 基督教关怀 无家者协会 

内容: - 

- 按需要安排紧急住宿服务、短期宿舍，单身人士居所等，或协助租住私人房间。 

- 探访露宿者，主动关心及提供各类服务，解决困难。 

- 个别辅导关怀，各类福利资源申请及戒毒、戒酒及戒赌等康复治疗转介。 

- 中心提供书报、膳食、清洁设备、各类活动、牙科等服务 

网址: 

http://www.homeless.org.hk/Common/Reader/Version/Show.jsp?Pid=1&Version=0&Charset=big5_hkscs 

 

露宿者 基督教关怀 无家者协会 

地址: 九龙深水埗南昌

街 203-211 号昌华新楼 3

楼 

 

电话：2788-0670 

 

7 旺角街坊会陈庆社会服务中心 -- 旧区重建服务 

内容：- 

透过电话咨询、面谈、家访及支援服务，协助居民解决有关法律、房屋及重建的问题；举办社区教

育活动，包括街头展览、服务咨询站，并邀请政府机构，例如屋宇署、租务主任、民政处及本区议

员等出席居民分享会； 

  -透过定期居民会，让居民掌握重建区内动态及社区资源，并互助地解决社区及重建的问题。 

网址：http://www.mkchanhing.org.hk/ser_2.2c.htm 

 

旺角及大角

咀区受重建

影响的居民 

旺角街坊会陈庆社会服

务中心 

电话: 2395-3107  

传真: 2391-4320  

地址: 

九龙大角咀福全街 45 号  

电邮: 

chssc@mkkfa.org.hk 

8 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 --「驻屋宇署支援服务队」 

内容： 

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受屋宇署委托，在二零零二年三月初设立「驻屋宇署支援服务队」，向因应屋

宇署的清拆令或维修令而需要拆卸僭建物及进行楼宇维修的人士提供支援，让他们解决心理及实质

困扰，并协助屋宇署向市民推广楼宇安全的重要。服务内容包括外展社区服务、个案转介、联系社

区资源、居民组织、社区教育及建设社区 

网址：http://www.cfsc.org.hk/unitweb/service/serv7/701.php?company_id=SRV7_4#1 

 

收到清拆令

或维修令而

需要拆卸僭

建物及进行

楼宇维修的

市民 

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 

地址： 九龙亚皆老街

113 号 5 楼 507 室 

电话： 3549 6845 

传真： 3549 6949 

电邮： bdsst@cfsc.org.hk 

http://urfund.org.hk/b5_about.html
http://www.homeless.org.hk/Common/Reader/Version/Show.jsp?Pid=1&Version=0&Charset=big5_hkscs
http://www.mkchanhing.org.hk/ser_2.2c.htm
http://www.cfsc.org.hk/unitweb/service/serv7/701.php?company_id=SRV7_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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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观塘市区重建社区服务队 

内容： 

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观塘市区重建社区服务队(下称社工队)由市区重建局资助，于 2007 年 1 月起正

式投入服务。本着社工的专业守则及机构的宗旨独立运作，为受观塘重建影响的人士提供  

多元化服务。服务包括咨询服务、互助网络、社区联系、个案工作、社区教育及过度/适应 

网址:  http://www.cfsc.org.hk/unitweb/service/serv7/701.php?company_id=SRV7_5 

 

观塘重建范

围内的居民

及商户 

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 

地址：九龙观塘协和街

71 号地下南座 

电话：3580 8841 

传真：2110 8625 

10 编配安置及特惠金发放政策 

内容： 

市区重建局（市建局）按现行的政策及原则，就受到项目所影响的租客订定的安置及特惠金发放 

网址：
http://www.ura.org.hk/tc/schemes-and-policies/redevelopment/ura-implemented-projects/ex-gratia.aspx 

 

影响的租客 市区重建区 

 

电话：2588 2333 

电邮：
inquiry@mail1.ura.org.hk 

11 「楼换楼」计划 

内容： 

楼换楼」计划是给予受市建局重建项目影响的住宅自住业主现金补偿及特惠金以外的另一选择。选

择「楼换楼」的住宅自住业主必须先接受按「七年楼」呎价计算 的现金补偿金额，才可选择「楼

换楼」。之后，他们便可选择购买在原址重建的单位中最低 5 至 8 楼层，或市建局在启德发展区的

楼换楼单位(将提供 1,000 个 中小型单位)。市建局将会在发出收购建议时厘定「楼换楼」单位的呎

价。「楼换楼」计划将适用于政府在 2011 年 2 月 24 日宣布新的《市区重建策略》之后开 展的项

目，首批适用的项目是市建局于 2011 年 3 月开展的两个项目。 

网址: http://www.ura.org.hk/tc/schemes-and-policies/redevelopment/ura-implemented-projects/flat.aspx 

 

影响的业主 市区重建区 

 

电话：2588 2333 

电邮：
inquiry@mail1.ura.org.hk 

  

http://www.cfsc.org.hk/unitweb/service/serv7/701.php?company_id=SRV7_5
http://www.ura.org.hk/tc/schemes-and-policies/redevelopment/ura-implemented-projects/ex-gratia.aspx
http://www.ura.org.hk/tc/schemes-and-policies/redevelopment/ura-implemented-projects/fla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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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为受复修影响的居民提供的协助 

 服务 对象 机构 

1 

『一梯两伙』 楼宇维修经验总结 

内容： 

以个案跟进、面谈、家访等式，鼓励业主积极面对困难 

 聆听了解基层业主的期望、感受和看法；从而掌握他们的需要 

 透过协调和解处理邻里争拗，重建业主之间的互助网络 

 协助业主组织业主立案法团和组织业主会议推行服务 

 透过协调和解，加强服务受众与不同部门之间的沟通 

 

网址：
http://www.hkcss.org.hk/fs/GoodPractice_2006/CD_PM/projects%20summary_p

m.htm 

 

进行楼宇维修的业主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 

九龙何文田公主道 52 号 3 楼  

电话: (852) 2713 9165  

传真: (852) 2761 3326  

电邮: soco@pacific.net.hk 

2 

边缘社群家居维修队 

内容： 

向香港耆康老人福利会、深水埗区议会及苹果基金申请基金成立维修队，协

助老业主维修 

网址：
http://www.hkcss.org.hk/fs/GoodPractice_2006/CD_PM/projects%20summary_p

m.htm 

年老业主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 

九龙何文田公主道 52 号 3 楼  

电话: (852) 2713 9165  

传真: (852) 2761 3326  

电邮: soco@pacific.net.hk 

3 

长者支援服务 

内容： 

三队长者支援服务队分别设于深水 、东涌和屯门三间长者地区中心内。服

务队旨在协助一群独居、乏人照顾、健康欠佳、经济困难、居住环境恶劣的

长者获得基本所需，继续留在社区内生活。透过社工及义工，为有需要的长

者提供社区网络和外展服务，让他们能够获取资源、建立社区网络和获得社

会人士的关怀。 

网址： http://www.naac.org.hk/elderly.htm#6 

60 岁以上长者 

 

邻舍辅导会雅研社邻里康龄中心 

电 话： 2819 8727 

传 真： 2818 2183 

电子邮件： nnec@naac.org.hk 

网络地址：
http://www.naac.org.hk/elderly.htm 

 

4 

楼宇维修综合支援计划 

内容： 

楼宇维修综合支援计划涵盖 1. 公用地方维修津贴 2. 公用地方维修免息贷

款 3. 家居维修免息贷款 4. 筹组业主立案法团资助,四大范畴。 

市建局亦会接收 长者维修自住物业津贴计划 (由房协管理)及 楼宇安全贷

合资格业主 市建局 

热线电话: 2588 2333 

楼宇维修支援计划热线:  3188 1188 

电邮 : inquiry@mail1.ura.org.hk 

http://www.hkcss.org.hk/fs/GoodPractice_2006/CD_PM/projects%20summary_pm.htm
http://www.hkcss.org.hk/fs/GoodPractice_2006/CD_PM/projects%20summary_pm.htm
mailto:%20soco@pacific.net.hk
http://www.hkcss.org.hk/fs/GoodPractice_2006/CD_PM/projects%20summary_pm.htm
http://www.hkcss.org.hk/fs/GoodPractice_2006/CD_PM/projects%20summary_pm.htm
mailto:%20soco@pacific.ne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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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计划 (由屋宇署管理)的申请，再作适当的转介。) 

网址：http://www.ura.org.hk/tc/schemes-and-policies/rehabilitation.aspx 

 

5 

强制验楼资助计划 

内容:  

于 2012 年 6 月 30 日开始实施，规定楼龄 30 年或以上的楼宇，须每 10 年进

行一次楼宇检验，包括公用地方、外墙、伸出物及招牌，藉以解决香港楼宇

失修的问题。为协助有需要的业主履行法例下的要求，市建局和香港房屋协

会(房协) 推出一项强制验楼资助计划，向合资格业主提供财政支援。 

网址: 

http://www.ura.org.hk/tc/schemes-and-policies/rehabilitation/mandatory%20buil

ding%20inspection%20subsidy%20scheme.aspx 

 

合资格业主 

1. 楼龄达 30 年或以上

的私人住用或综合

用途(商住用途)楼

宇； 

2.  非单一业权的楼

宇； 

3. 市区住宅单位的平

均每年应课差饷租

值不超过

$120,000(包括沙田、

葵青及荃湾)； 

4. 新界住宅单位的平

均每年应课差饷租

值不超过港币 

$92,000； 

5.  收到屋宇署发出的

「强制验楼计划预

先知会函件」或「强

制验楼计划通知书」 

市建局 

热线电话: 2588 2333 

楼宇维修支援计划热线:  3188 1188 

电邮 : inquiry@mail1.ura.org.hk 

6 

楼宇更新大行动 

内容:  

- 一般申请: 业主可申请津贴，一经批准，有关目标樓宇的业主( 包括住

用及商用单位)，可获相当于公用地方维修费用 80% 的津贴，每单位上

限为 16,000 元，以较低者为准。 

- 「长者自住业主津贴申请表」年长人士如年满 60 岁，居住在已获批准

为目标樓宇内住用单位的长者自住业主，可申请全數公用地方维修费用

津贴，上限为 40,000 元，以较低者为准。有关长者自住业主，必须自行

填写「楼宇更新大行动」 

网址:  http://www.hkhs.com/chi/business/pm_obb_round1.asp 

 

合资格业主 

1. 私人住用或综合用

途楼宇，楼龄 30 年

或以上[ 由楼宇占

用许可证( 又称「入 

伙纸」) 的日期至 2009 

年 6 月 6 日必须满 30 

年，即入伙纸日期为

1979 年 6 月 6 日或以

前]； 

2. 整个屋苑或整幢楼

宇不多于 400 个住

市建局 

热线电话: 2588 2333 

楼宇维修支援计划热线:  3188 1188 

电邮 : inquiry@mail1.ura.org.hk 

http://www.ura.org.hk/tc/schemes-and-policies/rehabilitation.aspx
http://www.ura.org.hk/tc/schemes-and-policies/rehabilitation/mandatory%20building%20inspection%20subsidy%20scheme.aspx
http://www.ura.org.hk/tc/schemes-and-policies/rehabilitation/mandatory%20building%20inspection%20subsidy%20scheme.aspx
http://www.hkhs.com/chi/business/pm_obb_round1.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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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单位； 

3. 住用单位平均每年

应课差饷租值︰ 

- 市区( 包括港岛、九

龙、沙田、葵青及荃湾) 

物业， 不超过港币 

$100,000； 

4.  其他地区物业，不超

过港币$76,000； 

5.  已成立法团； 

6. 楼宇处于失修或破损

的状况，需要进行维修

或保养工程( 例子包括

屋宇署已发出法定命令

的楼宇)。 

7 

第三者风险保险资助 

内容： 

资助额为保费年费的一半，上限每年$6,000，连续 3 年 (只适用于楼宇维修

工程完成后及从未有申领市建局/房协同类津贴的法团)。 

网址：
http://www.ura.org.hk/tc/schemes-and-policies/rehabilitation/third-party-risks-ins

urance-subsidy.aspx 

 

合资格业主 

  已参加公用地方维

修津贴计划，或公用地

方免息贷款计划，或楼

宇更新大行动的楼宇，

并已完成全面维修工

程；  

  于保险业监理处注

册的保险公司投保；及  

  申请资助费用的表

格必须在复修工程完成

后的十二个月内提交 

市建局 

热线电话: 2588 2333 

楼宇维修支援计划热线:  3188 1188 

电邮 : inquiry@mail1.ura.org.hk 

8 

楼宇安全贷款计划 

内容： 

贷款额由屋宇署署长按有关工程所需的费用总额和承担改善工程费用的业

主人數厘定，惟每个单位可获批准的贷款额上限为$1,000,000 

网址：http://www.bd.gov.hk/chineseT/services/doc/c_ls_gn.pdf 

 

 屋宇署 

电话: 26261579 

 

 

http://www.ura.org.hk/tc/schemes-and-policies/rehabilitation/third-party-risks-insurance-subsidy.aspx
http://www.ura.org.hk/tc/schemes-and-policies/rehabilitation/third-party-risks-insurance-subsidy.aspx
http://www.bd.gov.hk/chineseT/services/doc/c_ls_g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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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驻屋宇署支援服务队」 

 

内容： 

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受屋宇署委托，在二零零二年三月初设立「驻屋宇署支

援服务队」，向因应屋宇署的清拆令或维修令而需要拆卸僭建物及进行楼宇

维修的人士提供支援，让他们解决心理及实质困扰，并协助屋宇署向市民推

广楼宇安全的重要。 

- 外展社区服务 

- 个案转介 

- 联系社区资源 

- 居民组织 

- 社区教育 

- 建设社区 

网址: 

http://www.cfsc.org.hk/unitweb/service/serv7/701.php?company_id=SRV7_4#1 

 

收到清拆令或维修令而

需要拆卸僭建物及进行

楼宇维修的市民 

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 

地址： 九龙亚皆老街 113 号 5 楼 507

室 

电话： 3549 6845 

传真： 3549 6949 

电邮： bdsst@cfsc.org.hk 

 

 

  

http://www.cfsc.org.hk/unitweb/service/serv7/701.php?company_id=SRV7_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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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  社会影响评估顾问 

 社会影响评估研究总监  

何荣宗博士 Dr. HO Wing Chung 

香港城市大学社会资本及影响评估研究组副主任    

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   

研究顾问 

张宙桥博士 Dr. CHEUNG Chau Kiu Jacky 

香港城市大学社会资本及影响评估研究组主任    

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 

陈国康博士 Dr. CHAN Kwok Hong Raymond 

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 

区志坚博士 Dr. Au Chi Kin 

香港树仁大学历史教学支援及研究中心副主任 

香港树仁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 

马勤先生 Mr. Ma Kun, Stephen 

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讲师 

研究支援 

王学雯女士 Ms. Cecilia Wong  

香港城市大学   应用社会科学系   研究员 

陈希雯女士 Ms. Cathy Chan 

香港城市大学   应用社会科学系   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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