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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重建策略》检讨督导委员会市区重建策略》检讨督导委员会市区重建策略》检讨督导委员会市区重建策略》检讨督导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记录第四次会议记录第四次会议记录第四次会议记录     

日期： 2009 年 1 月 22 日 (星期四 ) 

时间：下午 2 时 30 分  

地点：中区政府合署 (西翼 )822 室  

出席者出席者出席者出席者  

林郑月娥女士  发展局局长 (主席 ) 

陈炳钊先生  

张仁良教授  

何喜华先生  

关则辉先生  

李颂熹先生  

吴永顺先生  

黄景强博士  

黄英琦女士  

罗志康先生  发展局首席助理秘书长 (规划及地政 )(秘书 ) 

列席者列席者列席者列席者  

杨立门先生  发展局常任秘书长 (规划及地政 ) 

袁民忠先生  发展局副秘书长 (规划及地政 ) 

张文韬先生  发展局局长政治助理  

陈婉雯女士  发展局局长政务助理  

伍谢淑莹女士  规划署署长  

谭赣兰女士  地政总署署长  

区载佳先生  屋宇署署长  

罗义坤先生  市区重建局行政总监  

谭小莹女士  市区重建局执行董事  

叶柔曼女士  发展局助理秘书长 (市区更新 ) 

关慧玲女士  发展局助理秘书长 (市区更新 ) 

罗致光博士  政策研究顾问 (香港大学研究队 ) 

何丽珊女士  政策研究顾问 (香港大学研究队 ) 

麦黄小珍女士  公众参与顾问 (世联顾问行政总裁 ) 

李瑞云女士  公众參与顾问 (世聯顾问副总经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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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瀚民先生  公众参与顾问 (世联顾问客户主任 ) 

杜苡乐女士  公众参与顾问 (世联顾问客户经理 ) 

傅溢思女士  公众参与顾问 (世联顾问客户经理 ) 

袁建国先生  公众参与顾问 (世联顾问总监 ) 

蔡映丽女士  公众参与顾问 (世联顾问高级客户主任 ) 

缺席者缺席者缺席者缺席者  

龙炳颐教授  

谭凤仪教授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议程议程议程议程 1：通过上次会议记录：通过上次会议记录：通过上次会议记录：通过上次会议记录   

会上通过 2008 年 10 月 21 日上次会议记录。   

议程议程议程议程 2：政策研究进度报告：政策研究进度报告：政策研究进度报告：政策研究进度报告  

(督导委员会文件编号督导委员会文件编号督导委员会文件编号督导委员会文件编号 1/2009) 

 

2. 政策研究顾问 (罗致光博士 )以电脑投影片方式向与会

者简介从考察 6 个选定城市 (即新加坡、首尔、东京、台北、

广州及上海 )所得的初步观察。顾问会晤了 50 多名来自政府

部门及非政府组织的人士，并在各个选定城市物色最少一个

市区重建项目和一个保育项目进行考察，尤其着重其中的组

织架构、市区重建的模式与方法，及社区参与。顾问比较了

这 6 个城市在重建、保育、复修方面的模式，以及政府、私

人与社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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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3. 顾问撮述时表示难以倚赖私人机构进行重建。在香港由

私人机构主导的重建项目必须获 90%业主同意才可进行；与

6 个研究城市比较，这方面以香港的比率最高。香港的社区

网络最为薄弱，社会的肌里在各项讨论中均属重要课题，在

转移地积比率方面的争议尤其多。讨论又强调私人业主有责

任为楼宇进行复修。顾问亦指出，有关正式用语、市区更新

的组织架构、政治制度、土地政策、文化风俗，以及政府与

发展商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不同之处，均会对研究的比较价

值有所限制。  

 

4. 主席告知委员，政策研究顾问会在听取委员对其初步观

察的意见后，才会撰写研究报告的最后一章，总结与香港尤

其相关的经验，预计会在 2009 年 1 月底完成。她请委员就

政策研究发表意见。  

政策  

研究顾问  

5. 顾问就主席的提问澄清，虽然新加坡的私人物业业主负

责维修保养其物业，新加坡政府亦积极向业主提供资助，推

动私人业主美化城市面貌。  

 

6. 一位委员请顾问就以下各方面提供详情： (a)在实际环

境方面，即重建的规划与设计，例如土地混合用途及利用设

计活化旧区； (b)在市区重建过程中的历史文物保育； (c)统

筹组织架构中的不同机构，例如规划机构、文物保育机构；

以及 (d)可开发土地储备的概念。  

政策  

研究顾问  

7. 一位委员建议顾问阐述如何调解业主、不同持份者及市

民大众之间的不同意见。顾问表示他们得悉研究城市采用不

同的方法寻求共识。主席表示，业主在重建项目的参与程度

每每受到项目的回报潜力所影响。如潜在利润相对于风险较

低，可能较多业主会选择现金补偿。  

政策  

研究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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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8. 另一位委员要求顾问阐述这些亚洲城市的政府在保存

社区网络方面的政策，以及如何评估在完成重建项目后原来

社区网络所出现的变化。顾问表示，在其它城市，自住业主

占居民的比例与香港的情况分别颇大 (这可能是因为重建区

以独立屋及少层数楼房为主 )，而重建项目中的冲突往往来

自租客。  

 

9. 顾问补充说，在研究城市中，并无法例规定须进行社会

影响评估。除了首尔之外，其它城市甚少在重建区进行追踪

研究，以调查原来居民的去向，所以他无法就研究城市的居

民在重建后返回重建区的比率的分别作出结论。  

 

10. 一位委员建议顾问应从香港市区更新过程中一般涉及

的主要课题，例如补偿、保存社会肌里、保育历史文物等方

面着手。另一位委员认为，规划与文物保育不可分开处理，

并询问顾问有否物色到适合香港的市区更新模式。顾问回复

时表示，所有城市在重建过程中均面对相若问题，但由于各

个城市背景各异，在某个城市奏效的模式未必可以在另一个

城市派上用场。他认为更重要的是，香港应从是次研究中汲

取其它城市的经验，而不是寻找可以全盘照搬的例子。他以

新加坡为例，由于该地的政府和政治制度极为稳定，故新加

坡可以进行非常详细及十分长远的市区规划，但其它城市实

难以仿效。  

 

11. 一位委员认为，如果回报是市区更新一个重要的考虑因

素，难免会影响到旧区现有的社区网络和社区肌里。主席补

充说，对公共资源的需求亦应是制订可持续市区更新解决方

案的一个主要考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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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12. 一位委员指研究并没有充分关注研究城市的营商背景。

他建议《市区重建策略》检讨应考虑商业运作，而不只着眼

于规划或财务。他认为如果顾问能与有关城市的发展商交

流，以了解当地的营商环境，这样会有助检讨。如市区更新

的模式可创值，该模式便能有效运作。该位委员继而指出，

社区肌里不会持久不变，故难以永久保存。他认为应选择性

地保存文物，至于保存哪些文物应透过公众参与过程来决

定。  

政策  

研究顾问  

13. 顾问回应时表示，难以确定一些有关政府与物业发展商

之间的基本关系的假设。在社区肌里方面，他表示其它城市

现时的趋势是由政府推动私人机构自发地进行渐进式的更

新。  

 

14. 一位委员要求顾问以数个重建项目为例，列出该些项目

向受影响居民和商铺提出的补偿方案，以及让社区参与的机

制。顾问回应时表示，由于研究主要涵盖已完成的市区更新

项目，他们难以联络已迁出的居民。然而，顾问承诺提供一

些补充资料，例如个案研究，供委员参考。  

政策  

研究顾问  

15. 顾问会向秘书处提交一份完整的最后报告拟本及一份

报告摘要。秘书表示所有提交督导委员会的报告及文件经委

员同意后会上载《市区重建策略》检讨网站。  

秘书及  

顾问  

政策研究  

议程议程议程议程 3：公众参与进度报告：公众参与进度报告：公众参与进度报告：公众参与进度报告  

(督导委员会文件编号督导委员会文件编号督导委员会文件编号督导委员会文件编号 2/2009) 

 

16. 会上备悉公众参与顾问就公众参与进度提交的报告，当

中包括聚焦小组讨论、政府宣传短片、网站的更新、伙伴机

构、电台节目等资料。  

 



 

 6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17. 主席告知与会者，她会在二月初率领代表团前往东京考

察。代表团成员包括 4 名督导委员会委员、6 名市建局《市

区重建策略》检讨委员会成员及 8 名同时是市建局分区咨询

委员会成员的区议员。市建局人员、顾问及发展局人员亦会

同行。访问行程包括与负责市区更新的政府官员及熟悉这课

题的学者会晤，并会实地考察选定的市区更新项目。市建局

主席则会在 2009 年 3 月底率领另一代表团前往上海。  

 

议程议程议程议程 4：在「构想」阶段订定的主要事项：在「构想」阶段订定的主要事项：在「构想」阶段订定的主要事项：在「构想」阶段订定的主要事项  

(督导委员会文件编号督导委员会文件编号督导委员会文件编号督导委员会文件编号 3/2009) 

 

18. 主席表示检讨正处于重要关键，她期望督导委员会能就

在「构想」阶段订定应在「公众参与」阶段与公众重点讨论

的专题与事项提出意见。她请委员仔细考虑文件所述的主要

事项，并以书面向秘书表达意见。秘书会搜集委员的意见，

并会另行提交文件，供在 2009 年 3 月召开的督导委员会特

别会议讨论。  

[会后补注：督导委员会特别会议定于 2009年 3月 9日举行。] 

 

 

委员  

秘书  

议程议程议程议程 5：「公众参与」阶段的宣：「公众参与」阶段的宣：「公众参与」阶段的宣：「公众参与」阶段的宣传计划传计划传计划传计划  

(督导委员会文件编号督导委员会文件编号督导委员会文件编号督导委员会文件编号 4/2009) 

 

19. 公众参与顾问表示，下一轮的「公众参与」阶段会广邀

公众参与，故需大型的宣传计划配合，以广周知，务求听取

更多意见。  

 

20. 顾问向委员简介「公众参与」阶段的宣传计划，包括在

湾仔设立汇意坊、赞助电台节目、巡回展览、专题讨论、公

众论坛、电脑游戏、政府宣传短片及整体传媒策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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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21. 顾问告知委员，首间汇意坊设于湾仔太原街，并会在

2009 年 2 月正式启用。欢迎伙伴机构及其它有兴趣的人士

利用汇意坊筹办与《市区重建策略》检讨有关的公众参与活

动。  

 

议程议程议程议程 6：伙伴合作计划：伙伴合作计划：伙伴合作计划：伙伴合作计划  

(督导督导督导督导委员会文件编号委员会文件编号委员会文件编号委员会文件编号 5/2009) 

 

22. 公众参与顾问简介有关文件，并请委员提出意见。   

23. 一位委员指该合作计划宣传不足，因为没有向个别的非

政府机构发出邀请。主席呼吁委员帮忙向与其有联系的机构

推广有关计划。  

 

24. 顾问指出计划公开让区议会、学校及非牟利机构参加。

计划推出时曾发出新闻稿，并在《市区重建策略》检讨网站

上载相关资料。他们亦已透过电邮联络曾参与聚焦小组讨论

并留下联络资料的关注团体。顾问亦向区议会及香港社会服

务联会发送计划的资料，并请他们协助把资料发送给地区组

织和非政府机构。  

公众  

参与顾问  

25. 顾问答允会弹性处理 1 月 30 日的截止申请限期。   

26. 主席表示，基于目前的经济情况，《市区重建策略》检

讨必须与很多社会及经济议题互相争取报章报道和市民注

意。顾问表示，委员如知道有机构对计划感兴趣，请转告他

们，他们会积极联络这些机构，请他们提出申请。  

公众  

参与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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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27. 一位委员建议顾问可考虑制作一本有助年青一代认识

是次检讨的漫画。顾问答允与伙伴机构的学生交流时会跟进

其它具创意的宣传方法。  

公众  

参与顾问  

28. 主席表示，《市区重建策略》检讨是一个独特的公众参

与活动，因为过程中包括一个「构想」阶段，让公众有 6

至 7 个月时间参与订定检讨的议程。她在短期内会与 18 区

区议会主席会晤，并会与他们讨论。主席呼吁委员多提建议

和新构思，协助政府在检讨过程中更深入地走入群众。  

主席  

29. 一位委员建议应详细考虑公众论坛所採用的形式。顾问

答允在考虑公众论坛和专题讨论的形式时会参考就其它课

题举行公众论坛的做法。  

[顾问们于此时离席。 ] 

公众  

参与顾问  

议程议程议程议程 7：其它事项：其它事项：其它事项：其它事项   

30. 会议于下午 5 时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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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