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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間空置校舍 10%劃建住宅
規劃署檢討用途 餘留政府機構社區文教
183 間空置校舍之建議長遠用途及校舍數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審計報告
於兩年前曾狠批香港特區政府多個部門未
有善用空置校舍，任由土地丟空多年，浪

保留作「政府、機構或社區」用途

費資源。規劃署為善用這些空置校舍，按

經已擬作「政府、機構或社區」用途

照中央調配機制，就 183 間空置校舍用地進

住宅用途

行檢討，終確定這些用地的長遠用途，當
中只有約 10%共 18 間空置校舍的用地劃作

北面作住宅用途及南面保留
作「政府、機構或社區」用途

住宅用途，佔大部分約 128 幅則作「政府、

鄉村式發展

10

機構或社區」用途，部分則作文化教育用

有待研究 / 檢討

10

途，如大坑火龍文化館等。規劃署指出，

適合作鄉郊用途

6

空置校舍用地檢討將一年一度進行，結果

休憩處 / 公園用地

3

會公開讓市民查閱。

105

建議作住宅用途
之 18 間空置校舍

專上教育用途

2

22

教育局已收回此空置校舍

2

地區

前校舍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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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規劃署指出，根據中央調配機制，當教育局確認
個別空置校舍不再需要作學校用途時，會通知

規劃署及其他相關部門如地政總署和房屋署。規劃署
按機制進行檢討，考慮將有關空置校舍用地，建議作
其他合適的長遠土地用途。經確定用途後，規劃署會
把有關建議知會相關部門作出跟進。

清單上載規劃署網頁供查閱
規劃署透露，截至今年 4 月底，署方已按調配機
制，就 183 間空置校舍用地的長遠用途進行檢討，而
經確定長遠土地用途的空置校舍用地清單，亦已存放
在規劃署的規劃資料查詢處及上載至規劃署網頁，供
市民查閱。
根據規劃署昨日公佈資料，183 間空置校舍主要集
中在新界區，有逾一半在新界區，當中最多是在元
朗，共有 50 間，其次是北區有 35 間，大埔亦有 26
間，離島及沙田均逾10間，分別有13間及12間。
最多空置校舍土地長遠將用作「政府、機構或社
區」用途，共有128間，有18間作為住宅用途，另外
較特別的是位於坪洲的志仁公立學校，將一分為二，
北面作住宅用途，南面則保留作「政府、機構或社
區」用途。

■香港扶幼會許仲繩紀念學校

資料圖片 ■建德公立學校

資料圖片

18間規劃住宅 半數位於元朗葵青

資料來源：規劃署

在 18 間作住宅用途的空置校舍中，最多位於元
朗，共有 5 間，葵青區亦有 4 間；也有數間位於市
區，包括中西區加惠民道附近的香港學堂前校舍、東
區柴灣工業城附近的東華龍岡馮耀卿夫人紀念小學、
黃大仙的聖公會基心小學，及深水埗的香港心理衛生
會白田兒童中心與香港扶幼會許仲繩紀念學校。
至於其他空置校舍，部分將作特定文化教育用途，
如灣仔孔聖會維多利亞英文小學將改為大坑火龍文化
館，北區小瀛公立小學變成荔枝窩生態教育中心等。
此外，亦有空置校舍會作鄉村式發展、鄉郊用途、休
憩地點、政府辦公室等。
規劃署表示，任何團體若希望使用調配機制處理的空
置校舍用地作特定的「政府、機構或社區」用途，須先
按照既定機制取得相關政策局支持，然後才向現時負責
管理有關用地的政府部門，申請使用該空置校舍。

團體可申請作短期性質用途
規劃署又指，一些現時由不同部門管理的空置校舍也
可供非政府團體作短期性質用途，有需要團體可申請。

■石籬天主教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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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加惠民道享海景 呎價3萬唔出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規劃署
昨日公佈 18 間空置校舍可改為住宅用
途，部分坐落市區靚地，當中位於中西
區加惠民道附近的前香港學堂校舍，有
地產經紀指該區租務需求大，租務回報
亦高，認為「3 萬元一呎都不出奇」。
另外，有公屋團體建議這 18 間空置校舍
的公私營房屋比例，應由長策的六比四
增加至七比三，以彌補現時公營房屋供
應的裂口。
利嘉閣地產西半山營業董事鍾肇基
表示，前香港學堂校舍地段高，除非

■大坑坊眾福利會前年中標
大坑坊眾福利會前年中標，
，
把大坑書館街12
把大坑書館街
12號改建成
號改建成「
「大
坑火龍文化館」。
坑火龍文化館
」。 資料圖片

政府將海旁的域多利亞公眾殮房另改
用途起高樓，否則可享頗全面的海
景。他指出，對比鄰近的私樓現時每
呎約 2.6 萬元，認為附近一帶需求大，
估計呎價最高可達 3 萬元。不過，他
指最美中不足是加惠民道位於山上，
也不近地鐵站。
利嘉閣地產嘉亨灣、杏花邨及藍灣半
島助理營業董事劉信文表示，位於東區
的前東華龍岡馮耀卿夫人紀念小學校
舍，附近環境比較清幽及有海景優勢，
呎價可參考藍灣半島約 15,000 至 16,000

元/呎。
另外，位於深水埗南昌街前香港心理
衛生會白田兒童中心校舍，附近有城市
大學宿舍，最近兩個鐵路站為九龍塘及
石硤尾。

公屋聯會憂現「插針樓」
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表示，現在私
樓落成量已經達到長遠房屋策略的目標，
但公營房屋供應仍遠遠落後，建議政府
發展這 18 幅校舍地用地時，以發展公屋
為主。不過，他指部分地皮面積較小，

「遊牧」
專才課程冀獲優先使用權
■黃錦良
資料圖片

擔心會出現「插針樓」問題，屆時樓宇
的管理費開支會較高。
招國偉估計，這批土地大約可興建
數萬個單位，數量並不算太多，認為
政府應在全部 180 多幅空置校舍用地
中，再選取較接近市區的土地進行改
劃，以發展資助出售房屋，以促進房
屋階梯流轉。
他指出，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曾
表示要開拓新土地，但能否順利改劃
程序，仍要視乎地區聲音及區議會諮
詢結果。

當局處理慢
有校舍丟空逾35年
由於香港適齡學童人數有一段

0 " 時間曾持續減少，對學校的需求
大減，令不少學校面對停辦或被
0
「殺校」命運，亦導致很多空置校舍出現。這些校舍
■陳卓禧
資料圖片

小學變「火龍館
火龍館」
」要過四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屬於政
府活化計劃的大坑火龍文化館，昨日出
現在規劃署公佈的空置校舍名單中，這
個前身為孔聖會維多利亞英文小學的建
築物，由大坑坊眾福利會獲選營運。協
助福利會的顧問團體負責人唐先生表
示，過去半年就建築物設計與發展局、
屋宇署、建築署及消防處溝通，指未來
只要順利過四關，有信心明年一月動
工，望於 2019 年面世。

一日批不到錢都未能開工
唐先生表示，由於學校於 1949 年建

成，消防及結構等規格與現時有很大差
距，因此需要與不同政府部門來往，現時
已經呈交圖則，即將與古諮會及立法會事
務委員會溝通，認為均有信心到時沒有問
題，但比較擔心 9 月份的立法會工務小
組，及 11 月的財委會，「一日批不到
錢，一日都未能開工。」
大坑坊眾福利會總務主任陳德輝表
示，過去一段時間各方經常開會商討細
節，如今只等撥款到。他指雖然工程未開
始，但是為記錄開會而請的秘書都花去十
多萬，笑言：「心急都沒有用，急都急不
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
就規劃署公佈空置校舍名單及長遠
用途事宜，多名教育界人士均指學
界對於校舍仍有一定需求。有自資
院校校長指出，政府近年力推職業
專才教育，惟現時為數不少的技術
培訓類別課程，因不符申請資格而
淪為「遊牧民族」，要捱貴租經
營。有教育界人士則強調「火柴盒
校舍」問題仍然存在，既然市面有
大量空置校舍，建議有關當局應考
慮給予他們優先使用權，解決空間
不足的燃眉之急。
本港土地短缺問題嚴重，港專校
長陳卓禧表示，各界都對土地有需
求，教育界也不例外，其中港專近
年獲批馬鞍山空置校舍，以開辦全
日制經本地評審自資專上課程正是
一例。雖然目前適齡學生人口下
降，表面看來學界似乎無須增加校
舍用地，但從職業教育層面而言，
校舍供應則是遠遠不足。

不符申校舍資格 捱貴租常搬
他解釋，目前一些非全日制或
未達到資歷架構第四級（副學
位）的課程，例如是烹飪或手調
咖啡等技術培訓課程，不符合申
請校舍資格。
陳卓禧強調政府近年提倡職業專
才教育，這類課程在市面上亦確有
需求，卻礙於缺乏校舍資源，只能
像「遊牧民族」般不時搬遷，「營
運一方既要承受加租的壓力，每次
搬遷亦可能要花逾千萬裝修」，加
上每次都要經歷複雜的審批過程，
學界的困境不難明白，也反映他們
對校舍確有需求。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表示，目前
「火柴盒校舍」或一些歷史較悠久
學校，均面臨着校舍空間不足的硬
件問題，期望有關當局能考慮這些
學校需要，優先協助他們遷校，讓
寶貴校舍空間資源得以善用。

若可盡快轉作其他用途，便可避免浪費資源，令本港
緊絀的土地供應獲得紓緩。惟審計署於前年 11 月發
表的《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五號報告書》，揭示當局的
處理並不理想。
報告指出，當時本港有 234 間空置校舍，當中多達
45%即 105 間未有新用途，更有校舍已空置長達 35 年
半。報告又批評政府處理歸還校舍個案粗疏，以致得
地無所用。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於去年 2 月亦曾發
表報告，狠批教育局及地政總署的表現欠妥。

更新數據庫 等待期間作短期用途
因應審計署及政府帳目委員會的建議，教育局從處
理空置校舍角度，改善及更新轄下的空置校舍數據
庫，以便更聚焦地採取適當跟進行動。
教育局又每半年向相關政策局或部門包括民政事務
局、民政事務總署、地政總署、規劃署和社會福利
署，傳閱一份已預留作教育用途但適合作短期用途的
空置校舍名單，以期在等待重用有關空置校舍作預留
用途期間，識別短期用途。
另外，在中央調配機制下，規劃署會考慮將有關空
置校舍用地建議作其他合適的長遠土地用途，並會根
據一貫程序，就該用地長遠土地用途的建議，諮詢相
關政策局及政府部門意見，並在確定其用途後，將建
議知會相關部門如地政總署和房屋署等跟進。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