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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伙變過渡屋

6萬公屋申請人可抽籤 最快年底入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不少基層市民輪候公屋多年仍未上樓，被迫接受「貴、細、擠」的居
住環境。房協昨日宣佈推出「暫租住屋」過渡性房屋計劃，將已納入重建計劃的香港仔漁光村
200 多個已收回的小型單位，翻新後短期出租予輪候公屋 3 年或以上的 2 人至 3 人家
庭及高齡單身人士。計劃本月 16 日起接受申請，預計今年第四季起逐步入伙。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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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雲轉晴 天氣炎熱

戊戌年五月廿七 十一大暑 氣溫 28-32℃ 濕度 70-90%
港字第 24952 今日出紙 3 疊 9 張半 港售 8 元

可居住四五年

計劃將於本月16日（下周一）至8
月 3 日接受申請，預計 8 月下旬進行

不過，黃傑龍強調，成功入住「暫
租住屋」，不代表獲得公屋居民資

格，預計該批單位仍可居住約四五
年，直至新大廈建成；若租戶將來獲
編配公屋，則需要在兩個月內遷出。
他又表示，今次單位翻新工程預
算費用約1,900萬元，租金收入大部
分用於支付管理費及維修費，但有
關樓宇沒有安裝升降機，房協會盡
量編配較低層的單位給高齡長者。
被問到將來會否再推同類計劃，黃
傑龍稱會探討，如果未來重建項目採
用漁光村模式，有土地興建安置屋
邨，並保留空置單位，則可以考慮。

漁光村白沙樓、
漁光村白沙樓
、順風樓及海港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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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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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6
16日至
日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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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對象

2 人至 3 人家庭及高齡單身人士
人家庭及高齡單身人士，
，申請
公屋獲登記達3
公屋獲登記達
3 年或以上

抽籤入伙

8 月下旬電腦
月下旬電腦抽籤
抽籤，
，今年第四季入伙

早安香港

Apple iOS

文匯報微信

其他安排
● 若申請人接受獲編配的單位
若申請人接受獲編配的單位，
，須辦理簽署暫准
居住證手續，
居住證手續
，預計可在今年底至明年初起生效
● 申請人只有一次獲配單位的機會
申請人只有一次獲配單位的機會，
，如放棄該次
機會或獲邀而沒有出席編配單位程序者，
機會或獲邀而沒有出席編配單位程序者
，申請
將會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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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將來獲編配公屋
若將來獲編配公屋，
，要在兩個月內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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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光村「暫租住屋
暫租住屋」
」單位面積及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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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 房協漁光村過渡性房屋
房協漁光村過渡性房屋。
。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實用面積
（平方米）

月租連差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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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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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屋聯會倡「暫租住屋」恒常化
住於不適切居住環境的市民而言卻
是一場「及時雨」，能即時改善他
們的居住環境。
他希望房協盡快理順細節，並做
好空置單位的基本翻新工作及加快
日後申請流程，盡快推出計劃。

郭偉強：增建公屋才能治本
工聯會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委
員郭偉强亦歡迎房協推出計劃，但
認為不論是房委會及房協提供的相
關單位，對於近 28 萬個正輪候的人

士及家庭只是杯水車薪，只有增加
公營房屋興建，才能真正解決他們
的住屋問題。
公屋聯會對於計劃表示歡迎，計
劃提供 200 個單位，數量不少。聯
會指，目前公屋平均輪候時間達到
5.1 年，升勢可能持續，增加過渡性
房屋可紓緩基層市民的住屋壓力，
改善居住環境，建議房委會及房協
日後把相關計劃恒常化，作為重建
屋邨的既定政策之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單親媽媽：為個竇多遠也去……
對不少正在輪
&
候公屋的基層市
民而言，真是多
等一天也是痛苦。單親媽媽葉女士
現時單靠一份月薪 14,000 元的院舍
照顧員的工作，獨力撫養 3 名年齡
介乎 14 歲至 21 歲、全部仍在讀書
的女兒，輪候公屋逾 3 年至今仍杳
無音訊，她認為政府應提供更多過
渡性房屋讓正輪候公屋的人居住，
「哪區都不是問題，多遠我也會
去，最重要是有一個自己的竇。」
居於西環的葉女士接受香港文匯報

文匯網

記者訪問時表示，現向父親繳付每月
3,000元租金，全家十人一起居於一
個 400 方呎的私樓單位，「我 4 個
人，連同父母、姊姊及其女兒等人共
10 人一起住，環境十分擠迫，只能
兩個人睡一張單人床，附近的租金太
貴，一個劏房單位也要5,000元！」

次女被迫異地升學
她表示，現時一個人要負責一家
四口的生活費連同女兒的讀書費，
十分吃力，有時反過來要靠父母
「幫補」，「有時面對好大壓力，

甚至大到爆煲。」她並指，過去並
無申請政府津貼，但近日已索取了
在職家庭津貼的表格，打算申請。
葉女士續說，現時大女在廣州讀大
學，二女則因居住擠迫，無奈地往虎
門讀中學，「如上到樓，一定會叫她
回來升學！」她說，最希望有公屋，
如能盡早有過渡性房屋便更理想。對
於漁光村約200個單位撥給輪候公屋
人士暫住，她舉腳贊成，更說：「別
說是香港仔，就算是九龍或新界我也
一定會去，最重要是有一個自己的
竇！」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街坊：應更早物盡其用
馮小姐：
這些計劃應該更早推出，因為
房協及房委會應有很多這類空
置單位。

袁小姐：
暫租住屋計劃只有 200 個單
位，難以滿足需求，有 500 個
至600個單位就好。

冠軍前哨戰 豪華陣容大對決

8月3日截止申請

■ 房協行政總裁黃傑龍（右）及物業
管理總監葉錦誠。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項目樓宇

適「時」變陣 比利時「法」奮突圍

近的石排灣道一幅地皮興建安置屋
邨。房協昨日宣佈推出「暫租住
屋」過渡性房屋計劃，將 200 個因
應重建計劃而騰空的小型單位，經
翻新後短期出租予輪候公屋 3 年或
以上的 2 人至 3 人家庭，以及「高齡
單身人士」優先配屋計劃申請人。
該 200 個空置單位分佈於漁光村
白沙樓、順風樓及海港樓，實用面
積由14至28平方米。
租金連差餉由 560 多元至 1,400 多
元不等。1 人單位佔 10 伙，2 人單位
140 伙，餘下 50 伙則是 3 人單位，
部分單位更設有露台。

電腦抽籤，並根據合資格申請人的優
先次序號碼及家庭人數，發信邀請申
請人進行編配單位程序。預計第一批
申請人可於今年第四季逐步入伙。
房協指，若申請人接受獲編配的
單位，須辦理簽署暫准居住證手
續，預計可在今年底至明年初起生
效。申請人只有一次獲配單位的機
會，如放棄該次機會或獲邀而沒有
出席編配單位程序者，其申請將會
被取消。
房協行政總裁黃傑龍表示，現時
約有 6 萬個公屋申請人合資格申請
計劃，惟未能估計申請數字。
他形容單位租金合理，認為一般
在輪候冊上的申請人應可負擔。

房協宣佈在漁光村推出首個「暫
租住屋」過渡性房屋計劃，向輪候
公屋多年的申請人出租 200 個空置
單位。公屋聯會及多名立法會議員
均歡迎計劃，並建議將之恒常化，
作為重建屋邨的既定政策之一。
民建聯房委會委員、立法會議員
柯創盛認為，公屋輪候冊平均上樓
時間長達 5.1 年，房協將漁光村資源
分配予基層家庭能正面紓緩「單位
荒」問題。他表示，雖然今次計劃
只騰出約 200 個空置單位，但對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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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光村「暫租住屋
暫租住屋」
」申請簡介

■ 香港仔漁光村 200 多個已收回的小型單
位，翻新後短期出租予輪候公屋 3 年或以
上的2
上的
2 人至
人至3
3 人家庭及高齡單身人士
人家庭及高齡單身人士。
。
5 年後分期展開重建
房協計劃於
50多年樓齡的漁光村，並於鄰

雲報紙

袁先生：
暫租住屋計劃當然是個好方
法，可讓已輪候公屋多時的市
民居住，物盡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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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先生：
過渡性房屋對基層市民甚有幫
助，希望未來有更多單位推
出，紓緩市民住屋壓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撰文/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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