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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據上文，指出何謂「適當住屋權」？

2.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香港樓價過高有甚麼不良影響？解釋你的答案。

3.針對上文年輕人在網上討論區分享輪候公屋的經驗，你是否支持他的做法？

4.你認為除了加快興建公營房屋外，政府還可以採取甚麼方法解決難申請公屋的問題？

5.試對比新加坡的公共房屋政策，指其對香港房屋政策有何借鑒作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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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屋輪候難

原因
1.憂日後上車難
2.公屋計分制

現狀：
1.全年可供編配公屋單位只有24,800
2.1997年以來數量最少的一年

反方：
變相霸佔公屋資源

正方：
社會環境致上樓難

1. 可從住屋權入手，同時說明其牽涉的多重原則，如住屋價格、基本設備、安全保障等。
2. 可從經濟穩定和樓市泡沫方面入手進行做法。
3. 若支持，可從社會環境導致上樓難入手；若反對，可從變相霸佔公屋資源入手。
4. 可嘗試通過釋放出租公屋之資產值，藉此還富於民的方法作答。
5. 指出新加坡的房屋政策：政府大力干預；香港的房屋政策：依靠私人市場調節，對比兩地區別，得出借鑒之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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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屋排長龍
何處安樂窩何處安樂窩

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場原則，樓價往往受到市場炒
賣而波動，而政府在未來興建公屋以及居屋數量亦明
顯追不上需求。據房委會去年底的調查指出，現時公
屋輪候有逾23萬申請，但其中7.15萬名35歲或以下
的年輕單身公屋申請者當中，有34%申請時為學生、
47%更具備專上或更高學歷。

多排1年加12分 逾年輕排逾有優勢
近年，一些大專生剛滿18歲即遞表申請公屋，而且

這個風氣亦愈來愈開始盛行，其中最大原因正正是見
樓價急升擔心日後上車難，以及公屋計分制本身的設
計問題。公屋輪候申請所依據的公屋計分制本來是針
對非長者單身人士申請公屋而設的，雖然申請者每年
長1歲加3分，但是同時申請者在輪候冊上每多排1年
便總計會加12分，因此愈年
輕排隊的申請人士便比較遲
排隊的年長人士更快累積足
夠分數輪候上樓。

適 當 住 屋 權 （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根據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委
員會」對條約的解釋，「適當住屋權」是指每個人
享有「安全、和平和尊嚴地居住某處的權利」。
住屋權不僅局限於我們是否「有瓦遮頭」，不僅

是指不用露宿街頭，住屋權更牽涉多個原則，而這
些原則則有助我們量度一個城市的房屋政策是否合理：

反方：年輕人為爭取公屋資源寧願
放棄自己的事業黃金期，是在浪費事
業搏殺期，損耗了社會整體的生產
力。另外，公屋制度本來是為社會上
沒有能力自資買樓的弱勢社群而設立
的，如果讓有工作能力的年青去為公
屋做散工，是變相霸佔社會上的公屋
資源，此這種風氣不可助長。

較早之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發表的全球樓市監察報告
指出，澳洲、比利時及瑞典等不少國家樓價已遠
高於歷史平均水平，並加速上升，成為全球經濟
穩定最大威脅之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出，過
去1年全球52個國家中，33個國家樓價都升。全
球樓價按年升3.1%，以新興市場樓價上升速度最
快，並且提醒各國須採取行動防範樓市泡沫爆破
風險。
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亦警告，香港近年樓價

升幅水平已為全球第二高。截至去年第四季，全球
樓價升幅最大的首3個國家和地區分別是菲律賓、
香港及新西蘭，菲律賓及香港樓價升幅均超過
10%，新西蘭及中國樓價均升9%。無獨有偶，之
前一項關於全球樓價的研究亦指出，香港樓價較合
理價值高出五成多。

港樓價高
或影響經濟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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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政府設
有公屋政策，
但能符合申請
公屋資格的市
民並不多。近
期，有年輕人

更在網上討論區分享輪公屋經
驗，講述自己 18歲時已作部
署，副學士一畢業後都只做散
工以確保收入不超出公屋輪候
標準，希望幾年之內達成上樓
大計。年輕人的這些做法引起
不少爭議，惹來一些網民炮
轟，但亦有市民表示同情及理
解，而你又認為這些行為是否
可取？

正方：有大專學歷不一
定有高收入，特別是買樓
需要確保要有長期穩定的
收入。另外，以現在香港
的樓價來計算，剛畢業的
年輕人無可能在短期之內
儲足夠的首期買樓安居，
這些都是大環境因素所造
成的社會現象，並非個人
能力問題，因此在政府無
法照顧到個人市民的情況
下，自己必須要去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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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住屋權
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
可持續生計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

憂日後上車難 成年即遞表

香港公屋需求日益殷切，但早

前房委會表示本年度新落成的公

屋單位急降一半，以致今年可供編配的公屋單位

總數不足25,000個，是為近17年來最少，是故，

申請家庭平均3年可獲首次編配的承諾今年有可

能未能達成。有見及此，政府正就《公屋輪候

冊》計分制進行檢討，取消不合資格申請者資

格，希望能更準確反映公屋需求。究竟香港現今

實際的住屋情況到底如何？香港的公共房屋政策

又正在面對一些什麼困難？ 筆者將於下文和大家

一一分析。 ■丁天悅

單位數目回歸來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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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屋聯會及多個團體到房委會總部外向
黃遠輝請願，要求增加公屋供應、落實鼓
勵公屋流轉的措施，促請政府要進一步增
加公屋建屋量。 資料圖片

近月，房委會資
助房屋小組會討論

公屋編配情況，署方交代，本年度的
新落成公屋只有9,800個，較去年減少
超過一半，連同15,000個翻新及回收
的單位，預計全年可供編配公屋單位
只有24,800個，較去年減少兩成半，
亦是1997年以來數量最少的一年。
現時本港居住問題嚴重，截至今年3月

底，香港公屋輪候冊中非長者單身人士數

目已經增至11.15萬，較去年12月上升
4.3%；另外，一般公屋輪候申請亦增至
11.69萬宗，較去年底微增約1.4%。

政府擬檢討《公屋輪候冊》
面對《公屋輪候冊》數字有升無

跌，3年上樓承諾面臨嚴峻考驗。有見
及此，政府正就《公屋輪候冊》計分
制進行檢討。有房委會委員建議審查
《公屋輪候冊》人士，取消不合資格

申請者資格，以準確反映公屋需求。
建議中包括研究重新推出「覆查制
度」，向申請逾兩年的申請人發信，
詢問他們會否撤回申請，例如是已擁
有物業、以其他途徑獲得安置，甚至
不作回覆者，均會取消他們的申請資
格，以使房委會更準確掌握輪候公屋
的人數，以及
加快處理公屋
申請的速度。

■香港公屋有配套設施。資料圖片

■香港樓價持續高企。 資料圖片

爭議：副學士畢業後
只做散工以保收入不

超輪候標準

■製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 慧

年輕人提前輪公屋

住屋價格 住屋價格本身應該在居民可承擔的範圍之內，即居民不會為
了付上高昂樓價而影響其他基本需要的開支，甚至影響到基
本的溫飽，繼而無法維持一種有尊嚴的生活質量。

基本設備 住屋範圍之內亦應有一定的生活空間及基本設備，可以滿足
日常生活所需，例如煮食、基本衛生等。

安全保障 住屋亦應受到法律保障，避免居民受到他人騷擾甚至被迫
遷。另外，樓宇結構及消防系統等更應符合安全水平，保障
住戶的人身及財物安全。

社區設施 除了住屋條件外，住屋所處的社區亦應有學校及求職機會，
以免貧困的居民要花上大量交通費用和時間往返工作或上課
的地方。而住屋附近應有基本的應急、醫療、宗教、康樂體
育及保安等設施，應付日常生活基本需要。

■資料來源：樂施會《符合普世人權的房屋政策》

可 持 續 生 計 （Sustainable
livelihoods）：一個以人為本的扶
貧及發展的概念，強調建立貧窮人
的個人、家庭和社區的能力，讓個
人以至整個社區，也能獲得可靠並
能持續的生計。可持續生計的基本
條件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1.讓人有能力應付壓力和打擊，其
後並有復元能力。
2.讓人可維持或強化本身的能力及
資產。
3.讓人有餘力協助改善其他人現在
和將來的生計。
4.在上述過程中不會削弱天然資源
的 基 礎 ， 不 會 破 壞 環 境 。

■資料來源：
樂施會《可持續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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