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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上文，指出「首置」計劃的好處。
2. 根據上文，指出並說明「首置」計劃的不足之處。
3. 你認為「首置」計劃有助解決香港的住屋問題嗎？解釋你的答案。

想 一 想

1. 《市場對「首置」上車盤的正反意見》，香港《文匯報》http://
paper.wenweipo.com/2017/10/16/FI1710160002.htm
2.《「首置」上車盤不涉公屋土地》，香港《文匯報》http://news.
wenweipo.com/2017/10/11/IN1710110069.htm
3.《「首置」上車盤切中肯綮 以靈活方式盡快推行》，香港《文匯
報》http://paper.wenweipo.com/2017/09/07/WW1709070001.htm

答 題 指 引

延 伸 閱 讀

1. 此題是資料詮釋題。學生必須根據上文，指出「首置」計劃的好處。參考答案：「首置」計劃的好處是讓有足夠能力供樓，但無
力繳付首期的家庭可以有能力置業，解決市民的住屋問題。

2. 此題是資料詮釋題。學生必須根據上文，指出並說明「首置」計劃的不足之處，並略加說明。參考答案：首批「首置」計劃只有
約1,000個單位，數量偏少，未能回應市民訴求。此外，「首置」計劃的限制甚多，例如出售對象必須為居港滿7年的香港居
民，從來沒有在港置業，而且規定單身人士的收入必須介乎每月收入26,001元至34,000元，而二人或以上家庭則須介乎52,001
至68,000元，估計全港只有約55,000人符合資格，受惠人數不多。

3. 此題是立場題。學生必須先找出香港的住屋問題，然後再判斷「首置」計劃是否有助解決這些問題。如答有助，可指出：香港的
樓價高企，大批不合資格申請公屋的市民被迫「捱貴租」，住屋開支龐大。「首置」計劃則可讓有足夠能力供樓、但無力繳付首
期的家庭可以有能力置業，解決市民的住屋問題。如答無助，則可指出：香港住屋問題的主要成因，是有地產商囤積居奇，把建
好的樓宇囤積，待樓價更高時才發售，導致樓盤供應持續緊張，樓價升高。有見及此，「首置」計劃只是治標不治本，政府需要
立法禁止地產發展商囤積單位，例如樓宇落成後必須在指定時間內出售，以免因樓盤緊張而導致樓價高企。

概 念 圖

對象
．居港滿7年的香港居民
．從來沒有在港置業
．收入介乎居屋收入限額
和居屋限額加約三成之
間

首置計劃
樓價高引致的問題
．居住質素下降
．加劇貧富懸殊問題
．造成兩地民生矛盾

房策重中之重房策重中之重
首置回應訴求首置回應訴求

今 日 香 港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屢次強調房屋政策是其施政的重中之重，而

受到市民期待的「港人首次置業先導計劃」終於出爐。究竟「首

置」計劃能否回應市民的住屋訴求？可能會引起什麼爭議？下文

將會進行探究。 張揚 特約作者

安達臣道地皮 建千首置單位
新 聞 背 景

1. 地產商囤積居奇：據報道，香
港主要地產發展商，加上港鐵未批
出的地皮，加起來跟政府手上的儲
備不相伯仲。同時，地產發展商多
年來一直收購農地，手上具發展潛
力的土地遠遠超越政府。
另外，有統計數據顯示，一手私
人樓的空置率高達30%。由於政府
條例只限制樓盤須按時落成，但並
無限制一手樓的推售時間，讓地產
發展商有機會囤積單位，待樓價更
高時才發售。這令樓盤供應持續緊
張，導致樓價升溫。

2. 內地人來港買樓：內地資
金氾濫，不少富有的內地人選
擇以手上的資金購買香港房屋
作投資，亦有不少內地人認為來
港置業是身份的象徵。這種現象令
本港樓市熾熱，樓價上升。
3. 香港物價通脹：建屋的原料及

人工都隨着通脹上升，導致建屋成
本增加，樓價亦隨通脹而上升。
4. 受到環球經濟影響：在美國的

量化寬鬆政策影響下，環球資金氾
濫，大量熱錢流入香港。
由於港元與美元掛鈎，美國的量

化寬鬆政策亦導致港元必然跟隨美
元在國際市場上貶值，加上香港有
外來資金湧入，銀根寬鬆，促使樓
價跟隨通脹上升。

香港社會的不同持份者對「首置」計劃各有回應：
1. 行政長官：政府優先協助基層市民和家庭「上
樓」，因而不會把長遠計劃用作興建公屋或居屋的土地變
作「首置」盤。而在政府賣地表中選取觀塘的住宅用地，
只屬試驗和示範性質。至於所涉及的公私營合作，發展商
擁有一定的土地儲備，雙方合作不太困難，但須消除社會
所關注的利益疑慮及跨越政治障礙，則存在挑戰性。
2. 地產發展商：政府擬推出「首置」盤以改善目前的

置業階梯，用意良好，有助促進社會穩定和諧。
3. 地產代理：「首置」盤針對有足夠能力供樓、但無力

繳付首期的家庭，匡扶置業的方向正確。而首批只提供約
1,000個單位，加上建屋需時，對樓市的短期影響有限。
4. 經濟學者：「首置」盤的家庭入息限額為52,001港元

至68,000港元，這些人是全港入息最高的20%，用公帑資
助他們置業是不公義的做法，因為他們有足夠的能力購買
私人房屋，而儲夠首期只是時間問題。政府應興建更多公
屋和居屋，先協助基層市民「上樓」，尤其是居於劏房的
人。
5. 分析師：要確保政府各部門配合「首置」盤，行政

長官需要成立專責小組，甚至專責部門去處理，協調城規
會、地政總署、發展商等，才能令「首置」政策發揮應有
的作用，促進住宅用地增加。
6. 年輕市民：在香港「上車」難，好像放工時間在金

鐘站轉港鐵般，永遠都逼不上車。「首置」計劃對年輕家
庭有很大幫助，起碼多一個選擇，期望上車盤的選址要交
通方便、價錢合理。

1. 居住質素下降：現今樓
價高企，大批不合資格申請
公屋或正在輪候公屋的市民
被迫選擇租樓。一般單身人
士的工資若負擔不起租住私
人單位，唯有選擇較廉價及
可負擔的劏房、板間房、棺
材房等。
這些單位的面積狹小，欠

缺生活空間，加上是非法改
建的間隔，有嚴重的結構安
全問題，部分單位的防火設
施亦不足、衛生環境欠佳。
2. 加劇貧富懸殊問題：投
資風氣在香港普及，物業是
一種高回報的投資選擇。政

府曾大力提倡投資移民，吸
引外資；但有評論認為，受
惠的只是地產發展商和富裕
的投資者，為基層市民所帶
來的經濟收益甚微，更把樓
價推高，造就了「貧者愈
貧、富者愈富」的社會困
局。
3. 造成兩地民生矛盾：部

分香港市民認為，樓價被推
高的主因是大量個人遊旅客
來港及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
後遺症，加上之前由文化衝
突、搶購奶粉等事件激發的
本地社會不滿，可能不利兩
地的融合和交流。

「首置」上車盤 (First-time
Homebuyers Scheme) ：是政府
推出給首次置業的香港永久性居民
購買房屋的計劃。對象是收入超出
申請居屋上限、又難以負擔私人住
宅的首次置業市民，尤其是年輕家
庭。「首置」上車盤會以公私營合
作模式興建，較市場定價低，但限
制亦較多。例如設有轉售限制等。

房屋政策（Housing Policy）：
是政府為了滿足市民的住屋需求，
並提供置業階梯而採取的策略。為
了迎合不同階層人士的負擔能力，
政府會提供出租的公共房屋和不同
類型的資助性自置居所，並根據私
人市場的供求情況，調節土地供應
以控制房屋的數量，影響私人樓宇
價格和租金的升跌，從而維持穩定
而持續的住屋供應。

土地儲備（Land Reserve）：
是政府為了調節房地產市場、預留
發展空間或促進土地資源合理利用
和管理，而透過收購、置換、徵
收、造地等方式依法取得並儲存的
土地。

樓盤供應緊張 樓價持續升溫

市民被迫租樓
貧富懸殊加劇

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簡稱QE）是一種
非常規的貨幣政策，是指一
國的貨幣管理機構（例如中
央銀行）透過公開市場操
作，以提高實體經濟環境中
的貨幣供應量，即相當於間
接增印鈔票。

小 知 識

新加坡政
府為中產和
基層市民提
供 公 營 房
屋 ， 稱 為
「 組 屋 」
（見圖）。
「組屋」只
接受家庭申請，家庭入息限制一般不超過
40,000港元，與香港申請居屋的資格相近。
「組屋」的價格為市價的五成，規定買入後
5年內不得轉讓或出租，賣出時不需要補地
價。現時，新加坡有八成人居住於「組
屋」，較富裕的市民則可選擇私人市場的房
屋。當地的地產代理商表示，「組屋」政策
對私人住宅市場的影響甚微。

新加坡「組屋」惠民

樓宇空置稅（Vacant Property Tax）是指
對空置達一定時間的房屋徵收稅項。政府早
前曾表示，關注地產發展商是否出現囤積單
位的情況，若影響市民的住屋需求，違反賣
地本意，不排除推出樓宇空置稅。
有輿論認為，徵收樓宇空置稅有助打擊地產

發展商囤積，以降低空置率。但有意見指，若
徵稅後，業主無法出租手上物業並須支付空置
稅，會對投資者造成打擊。有學者則認為難以
界定何謂空置，在執行上有困難。

小 知 識

概 念 鏈 接

小 知 識

為了應對因香港樓價高企而導致市
民置業困難的問題，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在首份施政報告中，提出年底推行
「港人首次置業先導計劃」，建議選
取的住宅用地位於觀塘安達臣道，估
計可提供約1,000個首置單位。
「首置」計劃設有入息限額，單身
人士每月收入須介乎 26,001 元至
34,000元，二人或以上家庭的則須介
乎52,001元至68,000元。
林鄭月娥指出，政府初步構思是透

過地契條款，要求發展商作出混合發
展，即除了興建私人房屋單位，亦須
設計、興建及出售指定數目的「首
置」單位，出售對象的資格包括：
1. 須為居港滿7年的香港居民；
2. 從來沒有在港置業；
3. 收入介乎居屋收入限額和居屋限額
加約三成之間。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據推算，現時

符合申請「首置」資格的收入群組
大約有5.5萬人。

消除利益疑慮 跨越政治障礙

■■房屋問題一直是香港市民關注的重點房屋問題一直是香港市民關注的重點。。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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