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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重建策略》检讨督导委员会  
 

《市区重建策略》检讨过程  
 
 
目的  
 本文件概述推展《市区重建策略》检讨工作的纲领，并

请委员就拟议的检讨过程，特别是公众参与过程、海外研究及海

外考察等事宜提供意见。  
 
检讨过程  
 
公众参与过程  
 
2. 公众参与过程分为「构想」、「公众参与」及「建立共识」

三个阶段。  
 
3. 在这三个阶段中，我们会透过当前的网络科技与市民沟

通。我们已为检讨工作设立一个专题网站，作为既可向市民发放

信息，亦可促进公众参与检讨的双向平台。我们会利用网上论坛、

网志或其它网络科技，以助搜集公众意见。检讨工作的进展、公

众参与活动的详细安排，以及各阶段的报告摘要等资料也会上载

有关网站。  
 
4. 为了搜集公众意见，我们亦会采用其它宣传和沟通途径，

例如小册子、巡回展览、公众论坛、专题小组、问卷调查、访问

及广告等，确保没有使用互联网的人士亦可参与讨论。  
 
5. 在市区重建局 (市建局 )的协助下，我们现正聘任顾问，
协助推展公众参与过程。这项公众参与顾问服务的工作范围载于

附  件  A。公众参与顾问将负责制订公众参与策略，并提出创新和
互动的途径与公众沟通。  
 
海外研究与考察  
 
6. 我们亦会研究其它城市在市区更新方面的经验，以加强

检讨中「构想」阶段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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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同样地，在市建局的协助下，我们现正委托另一名顾问，

选定与本港情况相若的亚洲城市如中国内地、日本、新加坡等地，

研究其地区的市区更新政策和做法。我们会进行深入研究，并邀

请这些城市的专家向我们讲解当地所采用的市区更新模式和取得

的成绩，及总结经验。所得的数据可为社会各界在其后各阶段的

检讨中提供实质和客观的基础。  
 
8. 顾问研究工作为期约 6 个月。市区更新政策顾问研究的
工作范围载于附件 B。  
 
9. 为了让委员取得其它城市的政府与非政府机构如何制订

和落实其市区更新政策的第一手数据，我们会安排与主要持份者

在检讨过程中到海外考察。我们会在「构想」阶段较后期 (暂定在
2008 年 11 月或 12 月 )安排海外考察。请委员就海外考察的城市提
出建议，并就拟议的时间表提供意见。  
 
公众参与的三个阶段  
 
10. 为了能够全面探讨检讨期间认定需要处理的各项市区更

新事宜，当局计划分阶段进行检讨，预计需时两年。各阶段的重

点载于下文。  
 
第一阶段── 构想 (2008 年 7 月至 2009 年 1 月 ) 
 
11. 「构想」阶段将有助我们订定整项检讨工作的议程及决

定需要讨论的课题和事宜。公众参与顾问会邀请相关持份者参与

一系列专题工作坊，以了解他们的主要关注点。顾问会走入群众，

搜集公众意见和建议。这些初步讨论的结果在加以整理后，会被

制定为一份在随后检讨阶段中应处理的事项、问题及议程清单。

为确保持份者的意见被恰当地归纳，他们会被邀请复核有关清单

及每个项目的优先次序。  
 
12. 「构想」阶段的其中一项活动，是举办有关海外城市推

行市区更新经验的研讨会，让海外专家和专业人士与本港持份者

分享经验。这项安排可让我们以全新的角度探讨市区更新，及为

制订议程提供有用的参考数据。  
 
13. 顾问将拟备「构想」阶段报告，详列各事宜、问题、议

程及其优先次序。该份报告与上文第 7 段所述的市区更新政策研
究结果，会成为在第二阶段── 「公众参与」进行公众咨询的基
础。「构想」阶段预计为期约 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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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 公众参与 (2009 年 2 月至 2009 年 12 月 ) 
 
14. 我们会让广大市民得悉在「构想」阶段订出的事宜，以

便在「公众参与」阶段进行全面讨论。这个阶段的目的是协助社

会各界更清楚了解各个已确认的关注事项及市区更新可达致的成

果，以便随后的讨论能集中探讨如何透过市区更新解决以上关注

事项。  
 
15. 这个阶段会采用上文第 3 及 4 段所述的公众参与方式，
以促进和鼓励公众更积极参与。我们会与相关区议会紧密合作，

举办论坛及公众参与活动。  
 
16. 在第二阶段完结时，搜集到的意见及有关各方案的分析

均会编成报告。检讨的「公众参与」阶段预计需时约 9 至 11 个月。 
 
第三阶段── 建立共识 (2010 年 1 月至 2010 年 4 月 ) 
 
17. 第二阶段所得的结果，包括公众对不同事宜及方案的选

择和取向，会在这个「建立共识」总结阶段进行覆检。这个阶段

的目的是建立共识，以便制订《市区重建策略》修订本。  
 
18. 公众参与顾问会与公众，特别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曾积

极参与的人士举行一系列工作坊以便归纳相关事宜的主流意见，

这些主流意见及市区更新政策研究结果会成为拟备检讨最后报告

的基础。「建立共识」阶段预期需时约 4 个月。  
 
19. 督导委员会会因应市区更新政策研究、公众参与过程及

最后报告，就如何修订《市区重建策略》向政府作出建议。  
 
意见征询  
 
20. 请委员  

(a)  就上文第 6 至 9 段所述的海外研究与考察提供意
见；以及  

(b)  就上文第 11 至 18 段所述的公众参与过程提供意
见。  

 
 
 
《市区重建策略》检讨督导委员会秘书处  
2008 年 7 月  



附件 A 
 

有关公众参与的顾问服务  
 

工作范围  
 

1. 引言  
 

1.1 发展局在市区重建局 (市建局 )的协助下，现正拟备聘请顾问
小组的招标文件，承办进行有关《市区重建策略》检讨的公

众参与服务。顾问将负责带领公众参与，并提供所需的顾问

服务，包括制订公众参与策略详情；进行各项筹划、媒体宣

传和推展公众参与工作；进行调查；管理和提升用以搜集公

众意见的网站，以及拟备不同公众参与阶段的报告。此外，

顾问将负责根据《市区重建策略》检讨政策研究结果及公众

参与调查结果拟备提交政府的最后报告，并就如何修订《市

区重建策略》作出建议。  
 

1.2 由拟订议程、建立共识至提交最后报告，整个公众参与过程

需要大约两年时间。下文载述有关的工作范围详情。  
 

2. 工作范围  
 

2.1 根据拟议的《市区重建策略》检讨程序，顾问的服务范围如

下：  
 
(a)  在计划初议报告期间制订和优化一套创新和有效的公

众参与策略和计划，以供《市区重建策略》检讨督导委

员会 (督导委员会 )审批；  
 

(b)  策划和推展各项公众参与活动，包括但不限于下文 (c)
至 (q)项；  
 

(c)  拟备简介会及展览资料 (市区更新政策研究顾问会提供
相关资料 )；  
 

(d)  邀请合适的嘉宾、协作者与持份者，并执行有关的登记
工作；  
 

(e)  预订和安排合适的场地；  
 

(f) 透过不同有效的沟通途径推广公众参与活动，包括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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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推出宣传节目，例如在电视、电台或其它媒体播放政

府宣传短片；  
 

(g)  促进公众讨论和进行调查；  
 

(h)  管理和监察备有繁体中文、简体中文和英文版的《市区
重建策略》检讨网站。网站将提供包括如网志等方式，

以便公众提交意见。有关意见经整理后会在检讨时考

虑；  
 

(i)  透彻了解市区更新政策研究的结果，以便拟备相关的简
介会及展览会资料；  
 

(j)  在「构想」阶段进行专题小组讨论，并按需要在「公众
参与」阶段进行更多专题小组讨论；  
 

(k)  于「公众参与」阶段初期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境内的港岛、
东九龙、西九龙、荃湾及其它地点进行巡回展览；  
 

(l)  在每次巡回展览中向公众人士有系统地进行访问；  
 

(m)  于「公众参与」阶段后期在港岛、东九龙、西九龙及荃
湾进行公众论坛；  
 

(n)  在「建立共识」阶段举办工作坊；  
 

(o)  筹划、安排和率领海外考察团；  
 

(p)  与委托机构一同出席进度会议及督导委员会会议，并按
要求拟备会议文件；以及  
 

(q)  按需要拟备讨论文件、调查报告及各阶段的报告，并提
交委托机构与督导委员会审议。有关报告将以英文拟

备，并按需要提供中文版。  
 

3. 暂定公众参与时间表  
 
「构想」阶段  2008 年 7 月至 2009 年 1 月
「公众参与」阶段  2009 年 2 月至 12 月  
「建立共识」阶段  2010 年 1 月至 4 月  
《市区重建策略》检讨报告初稿 2010 年第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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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须备妥的文件  
 

(a) 计划初议报告  2008 年 8 月  
(b) 「构想」阶段报告  2009 年 1 月  
(c) 「公众参与」阶段报告  2009 年 12 月  
(d) 「建立共识」阶段报告  2010 年 4 月  
(e) 《市区重建策略》检讨报告初稿  2010 年第二季  

 
 



附件 B 
 

市区更新政策顾问研究  
 

工作范围  
 

1. 引言  
 

1.1 发展局在市区重建局 (市建局 )的协助下，现正拟备聘请顾问
小组的招标文件，就与本港情况相若的亚洲城市，研究其市

区更新经验。更深入了解市区更新的需要和与本港情况相若

的城市的市区更新的经验，对协助公众人士与政府在检讨过

程中进行客观讨论和作出明智决定是十分重要。我们亦会到

选定的城市进行考察，透过探讨当地的实际措施和访问执行

机构、主要持份者及受影响人士，以助检讨有关政策的主要

成效。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探讨不同的政策方案，以处理关

键的市区更新问题。  
 

1.2 主体研究及汇报工作为时约 6个月，期间会不时要求公众参
与顾问 (同步展开的公众参与过程为期约两年 )提供意见。下
文载述城市比较纲领与工作范围详情。  
 

2. 城市比较纲领  
 

2.1 在与国际城市的经验作比较时，顾问应参考本港市区更新政

策的纲领及实际工作，例如：  
 
(a)  法例及政策背景与职权 (相当于《市区重建局条例》与

《市区重建策略》 )；  
 

(b)  主要市区更新机构的性质 (相当于市建局与香港房屋协
会的角色 )；  
 

(c)  市区更新的重点属于重建、复修、保育、活化或其它方
法；  
 

(d)  进行收购或收回 (强制售卖 )物业所采用的政策方式与
权力，以及所提供补偿的性质；  
 

(e)  就实施不同形式的政策而进行公众咨询的规模与范围； 
 

(f) 进行市区更新的财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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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市区更新项目的整体性质与规模。  
 

3. 工作范围  
 

3.1 顾问的服务范围如下：  
 
(a)  研究最少 5 个与本港情况相若的城市的市区更新经验，

包括中国大陆 (如广州、上海 )、台湾 (如台北 )、新加坡
或日本 (如东京 )或亚洲区内外的其它城市；  
 

(b)  检讨相关法例与政策及其成效，并就每个城市在近 3 年
实际推展的最少 1 个市区更新项目进行深入研究；  
 

(c)  实地考察有关项目地盘，并访问执行机构、相关的关注
团体、活跃人士，以及受影响业主／租户及邻近的小区

人士 (如可以的话 )；  
 

(d)  在研究海外经验后提供分析意见，并就本港的情况提出
有助解决市区更新事宜及问题的切实可行方案，以便在

「公众参与」阶段供公众讨论；  
 

(e)  协助物色和邀请相关的海外讲者参与在「构想」阶段后
期所举办的研讨会；  
 

(f) 以专家身分参与研讨会、「公众参与」及「建立共识」
阶段；  
 

(g)  与委托机构一同出席进度会议及《市区重建策略》检讨
督导委员会 (督导委员会 )会议，并按要求拟备会议文
件；  
 

(h)  根据议定的额外费用应委托机构的指示进行额外工作； 
 

(i)  参与和协助安排海外考察；以及  
 

(j)  按下文第 4 部分载述的暂定时间表拟备和提交报告，供
委托机构与督导委员会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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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暂定工作时间表与须备妥的文件  
 

(a) 计划初议报告  2008 年 8 月  
(b) 国际经验检讨报告 (一般经验 ) 2008 年 11 月  
(c) 国际经验检讨报告 (项目经验 ) 2008 年 12 月  
(d) 公众参与资料套  2009 年 1 月  
(e) 最后报告初稿  2009 年 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