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督導委員會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督導委員會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督導委員會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督導委員會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     

日期： 2009 年 1 月 22 日 (星期四 ) 

時間：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中區政府合署 (西翼 )822 室  

出席者出席者出席者出席者  

林鄭月娥女士  發展局局長 (主席 ) 

陳炳釗先生  

張仁良教授  

何喜華先生  

關則輝先生  

李頌熹先生  

吳永順先生  

黃景強博士  

黃英琦女士  

羅志康先生  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秘書 ) 

列席者列席者列席者列席者  

楊立門先生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 

袁民忠先生  發展局副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 

張文韜先生  發展局局長政治助理  

陳婉雯女士  發展局局長政務助理  

伍謝淑瑩女士  規劃署署長  

譚贛蘭女士  地政總署署長  

區載佳先生  屋宇署署長  

羅義坤先生  市區重建局行政總監  

譚小瑩女士  市區重建局執行董事  

葉柔曼女士  發展局助理秘書長 (市區更新 ) 

關慧玲女士  發展局助理秘書長 (市區更新 ) 

羅致光博士  政策研究顧問 (香港大學研究隊 ) 

何麗珊女士  政策研究顧問 (香港大學研究隊 ) 

麥黃小珍女士  公眾參與顧問 (世聯顧問行政總裁 ) 

李瑞雲女士  公眾參與顧問 (世聯顧問副總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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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瀚民先生  公眾參與顧問 (世聯顧問客戶主任 ) 

杜苡樂女士  公眾參與顧問 (世聯顧問客戶經理 ) 

傅溢思女士  公眾參與顧問 (世聯顧問客戶經理 ) 

袁建國先生  公眾參與顧問 (世聯顧問總監 ) 

蔡映麗女士  公眾參與顧問 (世聯顧問高級客戶主任 ) 

缺缺缺缺席者席者席者席者  

龍炳頤教授  

譚鳳儀教授  

 

 負責負責負責負責人人人人  

議程議程議程議程 1：：：：通過上次會議記錄通過上次會議記錄通過上次會議記錄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會上通過 2008 年 10 月 21 日上次會議記錄。   

議程議程議程議程 2：：：：政策研究政策研究政策研究政策研究進度進度進度進度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督導委員會文件編號督導委員會文件編號督導委員會文件編號督導委員會文件編號 1/2009) 

 

2. 政策研究顧問 (羅致光博士 )以電腦投影片方式向與會

者簡介從考察 6 個選定城市 (即新加坡、首爾、東京、台北、

廣州及上海 )所得的初步觀察。顧問會晤了 50 多名來自政府

部門及非政府組織的人士，並在各個選定城市物色最少一個

市區重建項目和一個保育項目進行考察，尤其著重其中的組

織架構、市區重建的模式與方法，及社區參與。顧問比較了

這 6 個城市在重建、保育、復修方面的模式，以及政府、私

人與社區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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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負責負責負責人人人人  

3. 顧問撮述時表示難以倚賴私人機構進行重建。在香港由

私人機構主導的重建項目必須獲 90%業主同意才可進行；與

6 個研究城市比較，這方面以香港的比率最高。香港的社區

網絡最為薄弱，社會的肌里在各項討論中均屬重要課題，在

轉移地積比率方面的爭議尤其多。討論又強調私人業主有責

任為樓宇進行復修。顧問亦指出，有關正式用語、市區更新

的組織架構、政治制度、土地政策、文化風俗，以及政府與

發展商之間的關係等方面的不同之處，均會對研究的比較價

值有所限制。  

 

4. 主席告知委員，政策研究顧問會在聽取委員對其初步觀

察的意見後，才會撰寫研究報告的最後一章，總結與香港尤

其相關的經驗，預計會在 2009 年 1 月底完成。她請委員就

政策研究發表意見。  

政策  

研究顧問  

5. 顧問就主席的提問澄清，雖然新加坡的私人物業業主負

責維修保養其物業，新加坡政府亦積極向業主提供資助，推

動私人業主美化城市面貌。  

 

6. 一位委員請顧問就以下各方面提供詳情： (a)在實際環

境方面，即重建的規劃與設計，例如土地混合用途及利用設

計活化舊區； (b)在市區重建過程中的歷史文物保育； (c)統

籌組織架構中的不同機構，例如規劃機構、文物保育機構；

以及 (d)可開發土地儲備的概念。  

政策  

研究顧問  

7. 一位委員建議顧問闡述如何調解業主、不同持份者及市

民大眾之間的不同意見。顧問表示他們得悉研究城市採用不

同的方法尋求共識。主席表示，業主在重建項目的參與程度

每每受到項目的回報潛力所影響。如潛在利潤相對於風險較

低，可能較多業主會選擇現金補償。  

政策  

研究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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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負責負責負責人人人人  

8. 另一位委員要求顧問闡述這些亞洲城市的政府在保存

社區網絡方面的政策，以及如何評估在完成重建項目後原來

社區網絡所出現的變化。顧問表示，在其他城市，自住業主

佔居民的比例與香港的情況分別頗大 (這可能是因為重建區

以獨立屋及少層數樓房為主 )，而重建項目中的衝突往往來

自租客。  

 

9. 顧問補充說，在研究城市中，並無法例規定須進行社會

影響評估。除了首爾之外，其他城市甚少在重建區進行追踪

研究，以調查原來居民的去向，所以他無法就研究城市的居

民在重建後返回重建區的比率的分別作出結論。  

 

10. 一位委員建議顧問應從香港市區更新過程中一般涉及

的主要課題，例如補償、保存社會肌里、保育歷史文物等方

面著手。另一位委員認為，規劃與文物保育不可分開處理，

並詢問顧問有否物色到適合香港的市區更新模式。顧問回覆

時表示，所有城市在重建過程中均面對相若問題，但由於各

個城市背景各異，在某個城市奏效的模式未必可以在另一個

城市派上用場。他認為更重要的是，香港應從是次研究中汲

取其他城市的經驗，而不是尋找可以全盤照搬的例子。他以

新加坡為例，由於該地的政府和政治制度極為穩定，故新加

坡可以進行非常詳細及十分長遠的市區規劃，但其他城市實

難以仿效。  

 

11. 一位委員認為，如果回報是市區更新一個重要的考慮因

素，難免會影響到舊區現有的社區網絡和社區肌里。主席補

充說，對公共資源的需求亦應是制訂可持續市區更新解決方

案的一個主要考慮因素。  

 



 

 5 

 負責負責負責負責人人人人  

12. 一位委員指研究並沒有充分關注研究城市的營商背

景。他建議《市區重建策略》檢討應考慮商業運作，而不只

著眼於規劃或財務。他認為如果顧問能與有關城市的發展商

交流，以了解當地的營商環境，這樣會有助檢討。如市區更

新的模式可創值，該模式便能有效運作。該位委員繼而指

出，社區肌里不會持久不變，故難以永久保存。他認為應選

擇性地保存文物，至於保存哪些文物應透過公眾參與過程來

決定。  

政策  

研究顧問  

13. 顧問回應時表示，難以確定一些有關政府與物業發展商

之間的基本關係的假設。在社區肌里方面，他表示其他城市

現時的趨勢是由政府推動私人機構自發地進行漸進式的更

新。  

 

14. 一位委員要求顧問以數個重建項目為例，列出該些項目

向受影響居民和商鋪提出的補償方案，以及讓社區參與的機

制。顧問回應時表示，由於研究主要涵蓋已完成的市區更新

項目，他們難以聯絡已遷出的居民。然而，顧問承諾提供一

些補充資料，例如個案研究，供委員參考。  

政策  

研究顧問  

15. 顧問會向秘書處提交一份完整的最後報告擬本及一份

報告摘要。秘書表示所有提交督導委員會的報告及文件經委

員同意後會上載《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網站。  

秘書及  

顧問  

政策研究  

議程議程議程議程 3：：：：公眾參與進度報告公眾參與進度報告公眾參與進度報告公眾參與進度報告  

(督導委員會文件編號督導委員會文件編號督導委員會文件編號督導委員會文件編號 2/2009) 

 

16. 會上備悉公眾參與顧問就公眾參與進度提交的報告，當

中包括聚焦小組討論、政府宣傳短片、網站的更新、伙伴機

構、電台節目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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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負責負責負責人人人人  

17. 主席告知與會者，她會在二月初率領代表團前往東京考

察。代表團成員包括 4 名督導委員會委員、6 名市建局《市

區重建策略》檢討委員會成員及 8 名同時是市建局分區諮詢

委員會成員的區議員。市建局人員、顧問及發展局人員亦會

同行。訪問行程包括與負責市區更新的政府官員及熟悉這課

題的學者會晤，並會實地考察選定的市區更新項目。市建局

主席則會在 2009 年 3 月底率領另一代表團前往上海。  

 

議程議程議程議程 4：：：：在「構想在「構想在「構想在「構想」」」」階段訂定的主要事項階段訂定的主要事項階段訂定的主要事項階段訂定的主要事項  

(督導委員會文件編號督導委員會文件編號督導委員會文件編號督導委員會文件編號 3/2009) 

 

18. 主席表示檢討正處於重要關鍵，她期望督導委員會能就

在「構想」階段訂定應在「公眾參與」階段與公眾重點討論

的專題與事項提出意見。她請委員仔細考慮文件所述的主要

事項，並以書面向秘書表達意見。秘書會蒐集委員的意見，

並會另行提交文件，供在 2009 年 3 月召開的督導委員會特

別會議討論。  

[會後補註：督導委員會特別會議定於 2009年 3月 9日舉行。] 

 

 

委員  

秘書  

議程議程議程議程 5：：：：「「「「公眾參與公眾參與公眾參與公眾參與」」」」階階階階段的宣傳計劃段的宣傳計劃段的宣傳計劃段的宣傳計劃  

(督導委員會文件編號督導委員會文件編號督導委員會文件編號督導委員會文件編號 4/2009) 

 

19. 公眾參與顧問表示，下一輪的「公眾參與」階段會廣邀

公眾參與，故需大型的宣傳計劃配合，以廣周知，務求聽取

更多意見。  

 

20. 顧問向委員簡介「公眾參與」階段的宣傳計劃，包括在

灣仔設立匯意坊、贊助電台節目、巡迴展覽、專題討論、公

眾論壇、電腦遊戲、政府宣傳短片及整體傳媒策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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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負責負責負責人人人人  

21. 顧問告知委員，首間匯意坊設於灣仔太原街，並會在

2009 年 2 月正式啟用。歡迎伙伴機構及其他有興趣的人士

利用匯意坊籌辦與《市區重建策略》檢討有關的公眾參與活

動。  

 

議程議程議程議程 6：：：：伙伴伙伴伙伴伙伴合作合作合作合作計劃計劃計劃計劃  

(督導委員會文件編號督導委員會文件編號督導委員會文件編號督導委員會文件編號 5/2009) 

 

22. 公眾參與顧問簡介有關文件，並請委員提出意見。   

23. 一位委員指該合作計劃宣傳不足，因為沒有向個別的非

政府機構發出邀請。主席呼籲委員幫忙向與其有聯繫的機構

推廣有關計劃。  

 

24. 顧問指出計劃公開讓區議會、學校及非牟利機構參加。

計劃推出時曾發出新聞稿，並在《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網站

上載相關資料。他們亦已透過電郵聯絡曾參與聚焦小組討論

並留下聯絡資料的關注團體。顧問亦向區議會及香港社會服

務聯會發送計劃的資料，並請他們協助把資料發送給地區組

織和非政府機構。  

公眾  

參與顧問  

25. 顧問答允會彈性處理 1 月 30 日的截止申請限期。   

26. 主席表示，基於目前的經濟情況，《市區重建策略》檢

討必須與很多社會及經濟議題互相爭取報章報道和市民注

意。顧問表示，委員如知道有機構對計劃感興趣，請轉告他

們，他們會積極聯絡這些機構，請他們提出申請。  

公眾  

參與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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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負責負責負責人人人人  

27. 一位委員建議顧問可考慮製作一本有助年青一代認識

是次檢討的漫畫。顧問答允與伙伴機構的學生交流時會跟進

其他具創意的宣傳方法。  

公眾  

參與顧問  

28. 主席表示，《市區重建策略》檢討是一個獨特的公眾參

與活動，因為過程中包括一個「構想」階段，讓公眾有 6

至 7 個月時間參與訂定檢討的議程。她在短期內會與 18 區

區議會主席會晤，並會與他們討論。主席呼籲委員多提建議

和新構思，協助政府在檢討過程中更深入地走入群眾。  

主席  

29. 一位委員建議應詳細考慮公眾論壇所採用的形式。顧問

答允在考慮公眾論壇和專題討論的形式時會參考就其他課

題舉行公眾論壇的做法。  

[顧問們於此時離席。 ] 

公眾  

參與顧問  

議程議程議程議程 7：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30. 會議於下午 5 時結束。   

 

 

 

《《《《市區市區市區市區重建重建重建重建策策策策略》略》略》略》檢討督導委員會檢討督導委員會檢討督導委員會檢討督導委員會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  

2009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