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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過去幾年，香港的樓價和房屋租金不斷上升 1，香港社會各持份者對樓市

的表現發表了不同的意見。然而，社會普遍認為樓價過高，對此香港政府亦了

解，引用施政報告	(2013)	的話：「不少家庭被逼搬入較細或較舊單位，甚至搬

入工廠大廈。今天，籠屋、板間房和劏房等蝸居成為數以萬計的香港居民無奈

的選擇。」

在此我們將會進行分析：首先，我們嘗試探討近年香港房屋巿場與宏觀經

濟的關係、及其經濟的特性，然後我們會回顧一些香港重要的房屋政策	;	最後

我們會研究香港政府在房屋市場供應面上可行的兩項政策，並對此作出分析和

評估。我們的結論是：增加私樓、居屋或公共房屋的土地供應會導致不同的經

濟和社會福利的後果。

1	 見圖表 5-1 及圖表 5-2	( 差餉物業估價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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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房屋市場與宏觀經濟的表現

房屋市場可以透過不同的渠道影響香港宏觀經濟的表現，此部分我們會探

討這個市場與消費者、銀行、政府和通脹的關係。

2.1. 財富效應 

	 房屋價格上升會影響消費者的開支。物業持有人注意到他們的資產價值增

加，預期將來出售物業的價格將會上升；而這些物業為個人財產的一部分，

因此他們擁有的長遠財富價值亦會增加。當預期長遠個人財富增加了，物業

持有人可以增加消費。因此，財富效應能正面地影響到總需求中的消費開支

部分。



3

香港房屋政策
香港房屋政策

香港房屋政策

2.2. 樓價的升跌能透過金融市場影響宏觀經濟  
 的表現

	 假若樓價上升，業主可以更容易向金融機構申請轉按或加按 2 的貸款，他們

因而獲得更多資金去消費，總需求中的私人消費部份上升了。

	 在每月一次由香港金融管理局發表的住宅按揭調查統計中，在二零零七到二

零一二年這段時間	( 參看表格 2-1)，二零一零年轉按的貸款佔當月新批出按

揭貸款大約為百分之二十，是在該時期中最高。

	 住宅市場買賣合約總值 3於二零一零年最為活躍，買賣合約總值為歷年最高。

同時，轉按貸款總額亦為歷年最高。

2	 重新按揭	( 轉按 )：“重新按揭 ( 轉按 ) 是指以同一物業作為抵押，用來還清現有按揭貸款的一個
新的住宅按揭貸款。	( 香港金管局	2013)

	 重新按揭	( 加按 )：“再融資時，你會獲得比你所欠現有按揭貸款更多的金錢。當你還清了現有的
抵押貸款後，將獲得額外新支付的貸款餘額。如果你想進行房屋裝修或支付孩子的教育開支，或
會採取這種借貸。但是，現金再融資會刪除你在你的物業已經建立了的一些權益。”	( 聯儲局 )	

3	 資料出自土地註冊處年報，此數字為任宅一手及二手市場買賣合約總值的總和，不包括非住宅數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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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1 二零零七到二零一二年每年新批出按揭總額及轉按貸款額與
樓市成交價值  ( 港幣  百萬元 )

年度 每年新批出
按揭總額

每年新批出
轉按總額

轉按貸款額
佔按揭總額
比重	(%)

 ( 每年新批出 )

住宅市場買
賣合約總值 4

2007 213,884 34,669 16.2 434,031

2008 224,287 36,643 16.3 343,825

2009 302,042 42,880 14.2 425,838

2010 413,863 86,144 20.8 560,686

2011 270,300 49,607 18.4 442,523

2012 256,890 30,256 11.8 452,276

資料來源 :	香港金融管理局 : 住宅按揭調查統計 ;	土地註冊處

4	 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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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銀行試算表效應 

	 中小型企業在申請銀行貸款時，利用商業或私人住宅物業作為抵押，希望能

取得更大的借款額。這是因為金融市場的資訊並不是完全流通，銀行依賴抵

押品去減低借款人的欠債風險。因此，抵押品的價值能左右銀行的財務狀

況。當抵押的物業價值愈高，企業的借款能力亦愈高，銀行的貸款能力也上

升。企業可以藉這筆貸款作投資用途，推高了總需求中的投資部分。

	 參考表格 2-2，本地其中的四間銀行有接近百分之七十的在香港使用的貸款

都是有抵押貸款。

表格 2‑2 二零一二年香港部份銀行有抵押的客戶墊款百分比 ( 按行業分類 )

銀行 工商金融有
抵押貸款的
百分比 5

(%)	

個人有抵押貸款的
百分比 6	(%)

所有在香港使用的貸
款總額有抵押貸款的

百分比	(%)

東亞銀行 72.3 83.1 75.8

恒生銀行 67.1 82.2 74.0

中國銀行
( 香港 )

50.3 91.7 69.9

匯豐銀行 52.2 83.0 66.6

資料來源 :	2012 東亞銀行，恆生銀行，中國銀行 ( 香港 )，匯豐銀行年報

5	 此項包括物業發展、物業投資、金融業、股票經紀、批發及零售業、製造業、運輸及運輸設備、
休閒活動、資訊科技及其他。

6	 此項包括購買居者有其屋計劃、私人機構參建居屋計劃及租者置其屋計劃樓宇之貸款、購買其他
住宅物業之貸款、信用卡貸款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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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表格 2-3，在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統計中，「購買其他住宅物業之貸款」	

佔了銀行在香港使用的貸款及墊款大約為百分之二十三至二十六。	我們可

以推測如果本地樓價有任何波動，因銀行所持有的抵押品價值會被列入其試

算表的資產中，銀行的資產價值會直接影響到銀行的財政狀況，有機會造成

香港金融市場不穩定。7

表格 2‑3 二零零七到二零一二年購買其他住宅物業之貸款 8 佔認可機構     
在香港使用的貸款及墊款的百分比 ( 以十二月為準 )  ( 港幣  百萬元 )

年度 在香港使用的
貸款及墊款

購買其他住宅物業
之貸款

購買其他住宅物業之
貸款所佔比重	(%)

2007 2,274,284 564,127 24.8

2008 2,524,085 592,980 23.5

2009 2,471,403 646,056 26.2

2010 2,988,375 745,169 24.1

2011 3,360,874 804,625 23.9

2012 3,597,996 872,589 24.3

資料來源 :	香港金融管理局

7	 例子 :	在 2008	年美國次級按揭危機中，美國房地產泡沫爆破，房價急跌；銀行淨資產價值大為下
降，財政狀況因而惡化；加上銀行無法判斷借貸人的還款能力，只好停止借貸或收取高昂利息以
減低壞賬風險—因而使總需求中的投資部分減少。

8	 這些貸款並不包括購買「居者有其屋計劃」、「私人機構參建居屋計劃」及「租者置其屋計劃」	
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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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政府財政狀況 

	 政府的財政狀況反映它的收入與支出狀況。它可以運用收支和稅收政策去調

控經濟：例如在經濟增長速度放慢時，有可能透過加大開支或減低賦稅去刺

激經濟。

	 根據基本法《第五章 : 經濟》當中的第一百零七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

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

增長率相適應。」	

	 政府賣地收入在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二的財政年度中為六百二十億元，而物業

印花稅收入為一百五十四億元，分別佔全年收入的百分之十六點五和百分之

四點一；	二零一二至二零一三的財政年度中的賣地收入為六百億元，而物

業印花稅收入為一百五十億元，分別佔全年收入的百分之十五點四和百分之

三點八。這顯示政府的收支很受賣地和物業市場的表現影響。9

	 從這些資料我們可以得知當樓市暢旺時，政府與物業有關的收入則愈高。政

府增大開支的能力亦相應提高，從而正面地影響整個經濟體系的總需求。

9	 資料來自 2011-12	年度財政預算案立法會簡報及 2012-13	年度財政預算案立法會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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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通脹 

	 總需求的改變

 從前部份的討論得知，物業市場價格上升可以通過財富效應、銀行試算

表效應及政府財政狀況推動私人消費、投資及政府開支。因此會推高總

需求，總需求曲線在總供應曲線不變下向右移動，所以需求量及物價亦

會升高。10

圖表 2‑1 總需求上升對價格水平及實質生產總值的影響

10	在圖表 2-1，總需求曲線向右移動後，價格水平由 P1	升至 P2，而實質本地生產總值由 Y1	升至
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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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供應的改變

 樓價持續上升會改變普羅大眾對通脹的預期，進而要求更高的薪金以追

趕上升中的物價。在總需求不變之下，總供應曲線向左移動，誘發通貨

膨脹	(Williamson	2002)	。11

圖表 2‑2 總供應下降對價格水平及實質生產總值的影響

11	在圖表 2-2，總供應曲線移動後，價格水平由 P1	升至 P2，而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則由 Y1	跌至
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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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房屋價格、租金與通脹的關係

	 投資者可以選擇購買一個住宅單位作投資用途或投資其他產品	(例如股票)。

投資物業的租金回報，在調整風險後所預計的最低回報應與其他投資預計回

報相近。	

	 假設樓價上升而租金不變，租金收益相對於其他投資回報會下降。投資者會

希望租金回報至少與其他投資預計回報相近，因此他會向上調整租金。

	 至於租客，在短期內未必能夠尋找到相近質素的居住單位 12，因此需付出較

高昂的租金	(Wang,	Zhang	and	Dai	2013)	。

	 本港的消費物價指數 13 包括了消費者對房屋的開支，因此租金上升會推動

本地的物價的上升。

表格 2‑4 「住屋」一項佔各香港消費物價指數比重 ( 二零一二年 )

消費物價指數種類 「住屋」一項佔指數比重	(%)

綜合	 31.7

甲類	(A) 32.2

乙類	(B) 31.4

丙類	(C) 31.4

資料來源：2012 年香港政府統計處年報 :	消費者物價指數

12	物業供應需時，請參閱乙部關於房地產週期的部份。
13	住屋類別是包括私人房屋租金、公營房屋租金、管理費和其他與屋苑維修的費用。另外，丙類消費物
價指數的房屋類別是不包括公營房屋租金	(香港統計處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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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房屋市場的經濟特性

房地產與一般的貨品不同，尤其發展商需要較長時間來興建物業，因此房

地產週期與經濟週期並不同步。另外，每一個住宅單位都位於不同的位置，物

業市場的資訊成本會比其他貨品市場為高。因發展商對其發展項目相對買家擁

有更多的資訊，政府需採取管制以保障消費者的利益。

3.1. 房地產週期 

	 根據圖表 3-1，當經濟體系在擴張時，住戶收入上升，所以對物業的需求上

升。然而，現存的物業數量未必足夠新增的需求，短期內物業價格會被推高。

地產發展商因應市場需求上升，決定興建更多物業。但是興建物業需時，隨

着時間流逝經濟體系陷入衰退；這時物業落成了，市場上有充裕的供應，卻

沒有足夠的需求購買單位，致使做成供應過多，所以樓宇價格會隨後下跌。

圖表 3‑1 經濟周期與房地產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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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房地產周期特點 

	 新增的物業供應需時，而且現有的物業折舊速度緩慢，因此每年的供應量會

遠比需求量少。

	 需求的改變遠比供應的改變快。

	 因供應時間的滯後，房地產週期與經濟週期並不同步，存在時間落差。

3.3. 不完全資訊 

	 每一個單位皆為異質產品，區域、座向、景觀等各有不同，物業市場的資訊

成本大為增加，因此準買家要多花時間去評估單位的價值。	中介人	( 即地產

代理 )	預先在物業買賣前搜集資訊並作出適當的配對，有助買賣雙方減低交

易成本，促進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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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政府高度管制 

	 在房屋市場中，業主 / 發展商通常比買家擁有更多出售單位的資訊，這是不

對稱資訊問題。為了保障社會利益，政府定下不同的法例：	

	 《城市規劃條例》是規定發展商在興建樓宇前需要向城市規劃委員會遞交申

請，以減低錯誤規劃而帶來的社會成本，譬如屏風樓對同區其他樓宇所帶來

的景觀及相關的環境污染問題。政府加強對屏風樓的管制，某程度上亦限制

了發展商可供應的單位數量。14

	 針對近年發展商在售樓說明書中提供不盡不實的資料，令買家不能準確地了

解該樓宇的實用面積、樓價、各種設施等重要資訊；政府在二零一三年四月

二十九日實施了《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15，規定售樓說明書的內容以保

障消費者。

14	「因應市民關注屏風樓效應，政府與港鐵檢討後，建議降低南昌站及元朗站的發展項目密度。原擬興
建十幢高層住宅大廈及一幢寫字樓的南昌站上蓋，將會減建一座住宅大廈及寫字	樓，整體總樓面面積
會減少一成八，地積比率由八倍減至六點六倍，而住宅單位減少九百二十六個	...	」(星島日報	2008)

	 ( 南昌及元朗站上蓋物業發展方案檢討，立法會	2008)
15	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	(2013)	https://www.srpe.gov.hk/opip/ordiance_and_guideline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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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微觀經濟：需求與供應		 	 	

房屋市場的資訊是不對稱，因此它是一個不完全市場。然而一般的需求與

供應模型是假設了市場是完全的，以下部份我們仍嘗試利用此模型去找出物業

市場價格是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

圖表 4‑1 需求與供應曲線

	 在房屋市場中，需求量會因價格的增加而下降，因此需求曲線是向下傾斜。

	 在短期，發展商難以增加樓宇的供應，市場的貨存依靠現存的單位供應，因

此短期供應曲線是低彈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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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長期，發展商能夠以其他方式增加樓宇供應，所以長期的供應量會隨著價

格增加而上升，它是一條向上傾斜的曲線。

4.1. 影響房屋需求的因素 

	 人口因素	

 包括：人口數目、性別、年齡、出生率、離婚率等。(McKenzie,	Betts	

and	Jensen	2010)

 當人口數目上升時，住戶對住宅的需求亦會增加。

 本地數據顯示，自一九九六年起，香港單親人士 16 數目約四萬二千人，

到二零一一年上升至約八萬一千餘人，升幅約一倍 17；這因素可能增加

了對小單位的需求。

	 收入	

 在正常情況下，當住戶收入增加時，對住宅的需求會增加。(McKenzie,	

Betts	and	Jensen	2010)

16	單親人士是指從未結婚、已喪偶、離婚／分居，並與18	歲以下子女住在同一住戶內的母親或父親	(香
港統計處	2011)。

17	單親人士的數目為 :	1996年 :	42,316，2001年 :	61,341，2006年 :	76,423，2011年 :	81,705( 香港統
計處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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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屬已發展地區 ,	能吸引鄰近發展中地區居民移民到香港。內地經

濟增長迅速 18，當地住戶的收入上升，可以選擇移居；例如透過香港「資

本投資者入境計劃」在香港投資房產及其他產業以得到居留權 19；亦

有一部分內地住戶純粹為投資者在港投資房地產，增加了香港住宅的

整體需求。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雖然香港的經濟經歷了大幅增長，大部分的香港住

戶已經富裕，可是對不安全，環境較差但更實惠的住屋需求仍然存在。

儘管從 2009 年開始香港房地產市變得暢旺，分間單位	( 或稱「劏房」)	

的數目卻在增加。

	 根據近期政策21	向政府提交的《香港分間樓宇單位的調查》20 報告，他

們估計本港大約有六萬七千個家庭住戶居住在「劏房」，估計本港大約

有十七萬三千人住在「劏房」，相等於香港百分之二點四的總人口。21

	 在二零一一年，本港的堅尼系數 22 已從十年前的零點五二五升至零點

五三七，雖然低收入人士的薪水略為上升 23，但他們對居住環境惡劣

的「劏房」需求依然增加。貧富懸殊問題惡化可能導致「劏房」需求

的日益增長。

18	內地國民生產總值按年增長率在過去十年間 (2002-2012)維持在百分之七或以上的水平 (世界銀行 )。
19	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於2010年新修訂的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中，房產已不再納入獲許投資項目之一，
申請者投資下限亦由六百五十萬提高至港元一千萬。計劃於2003年開始，共29,604宗申請，其中	
25,906	宗的申請人為「中國籍而且取得外國永久性居民身分人士」。截至2013年總投資數目為1,054
億，房地產佔424億	(入境事務處網站	2013)。

20	香港分間樓宇單位的調查報告 (2013)	
21	根據政策21	的報告，「分間樓宇單位普遍指住宅屋宇單位被分間成兩個或以上較小單位作出租用途。
普遍來說，是拆除原先的間隔牆並加設新的間隔牆、裝置新的廁所及廚房和改動或加設內部排水渠系
統。」

22	堅尼系數	(Gini	Coefficient):	用以量度住戶收入的差距程度 (香港統計處	2012)。
23	根據統計處2011	年人口普查主題報告—住戶收入一書顯示，最低收入組別的收入中位數在過去十年
間只上升了2.3%，而最高收入組別的收入中位數則上升了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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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關注住屋權益工作小組的簡報中，他們發現

大部份的「劏房」住戶都是基層住戶，因為各種原因，而且還沒有輪

候上公屋單位，只好居住「劏房」。

	 融資	

 樓宇單位的售價十分高昂，很多買家都要依靠外來資金來購買，所以

市場融資供應的多寡能影響買家對物業的需求。	(McKenzie,	Betts	and	

Jensen	2010)

 資金供應	( 貸款與估值比率 ,24)：香港金管局定期監測樓市情況，當樓市

過熱時，會宣布收緊貸款與估值比率；當投資者或用家難以獲得融資時，

對物業需求會下降。

 利率	( 最優惠利率 ,25)：利息是按揭供款成本的一部份，而利率水平會影

響應付利息的多少。如果香港的利率需要跟隨美國緊縮的貨幣政策而上

升，物業投資者須付較多的利息，他們會減少對物業的需求。

24 貸款與估值比率	(Loan-to-value	ratio):	通稱按揭成數，即貸款額與抵押品的公平市值的比率，所用
的抵押品通常是不動產。1991 年 11 月起，銀行界對住宅按揭貸款自發採納七成按揭成數的準則。
這項比率其後獲得政府認同，並併入金管局的物業貸款指引內	( 香港金管局	2010)。

25	最優惠利率（Prime	rate）:	“The	lowest	rate	of	interest	that	banks	charge	their	best	customers	for	loans	
over	a	short	period	and	that	is	used	for	calculating	the	interest	rates	on	other	types	of	loan.”		(Cambridge	
Dictionary



18

香港房屋政策
香港房屋政策

香港房屋政策

	 政府對物業市場的規管	

 政府有責任規管物業市場，以保證物業交易在公平、公正及透明的環境

下進行。26 

 政府亦可因應住戶的住屋需要及市場狀況，利用規管條例去收緊或刺激

樓市。

 政府在二零一零年十一月開始徵收額外印花稅，投資者的成本因而上升，

會減少對物業的需求。

表格 4‑1 政府調高或徵收各種印花稅的時間表

日期 從價印花稅 額外印花稅 買家印花稅

1	/	4	/	2010	 從舊稅率調升  

20	/	11	/	2010	–	
26	/	10	/	2012

 宣布開始徵收
第一期

27	/	10	/	2012	
稅率調整至
第二期

宣布開始徵收
23	/	2	/	2013 宣布再次調整稅率

資料來源：	http://www.gov.hk/en/residents/taxes/stamp/stamp_duty_rates.htm,
	 http://www.ird.gov.hk/eng/faq/ssd.htm,
	 http://www.gov.hk/en/residents/taxes/stamp/stamp_duty_rates.htm,
	 http://www.ird.gov.hk/eng/faq/bsd.htm

26	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監管局的歡迎辭指出，	(2013)	「為進一步提高一手住宅物業銷售安排和交易的透明
度和公平性，…創建一個清晰、公平、平衡、實用和高效率的機制，以規管一手住宅物業的銷售，並
透過提高透明度及將違反條例的強制性規定訂為刑事罪行，以保障住宅物業買家的權利…為一手住宅
物業賣方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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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影響房屋供應的因素

	 生產因素的供應	

 生產因素是指用於生產貨物或服務投入的資源。生產因素包括土地、勞

工和資本 ( 即工廠和機器 )	等	(McKenzie,	Betts	and	Jensen	2010)。

 如施政報告所提及，「香港山高海深，土地難求」，可發展的土地短缺

長遠來說會令地價上升，減少樓宇供應。27

	 政府立例或規管	

 政府有責任立法釐定及施行有關安全、衛生及環境方面的標準 ,	以保証屋

宇的安全和環境衛生。28

 《建築物條例》是政府清楚列明發展商以一定質素或標準的施工方式去

興建樓宇。發展商為符合法律規定，不能偷工減料，建築成本會上漲，

所以供應會下跌。

	 政策風險	

 由於樓宇興建時間往往需時數年，當發展商計劃興建物業時，會考慮政

府將來會實施的政策，以調整未來的興建量。

27	「	土地短缺，嚴重窒礙了社會和經濟發展，扼殺了不少創業和發展事業的機會。高樓價和高
租金也影響了青年人的結婚計劃和生育意願，影響了家庭和諧，並且埋下安全和衞生隱患。」
(65,	二零一三年施政報告 )	這句反映了欠缺可發展的土地會不利香港的長遠發展。

28	屋宇署我們的服務承諾	2013



20

香港房屋政策
香港房屋政策

香港房屋政策

29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2013 年 2 月 6 日星期三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counmtg/hansard/cm0206-translate-c.pdf

 例如近年推出的特別印花稅是針對在二十四個月內購入物業的業主出售

樓宇，因而影響市場的成交。發展商或會延遲新樓宇的推出時間，令市

場的供應下跌，因此現時的供應會受政策影響。

	 生產因素的價格	

 生產因素的成本價格會直接影響生產商的供應量，成本上升或下跌會反

映於供應曲線的左右移動。

 現今香港熟練的建築工人不足，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在二零一三年

二月六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指出，「目前建造業的失業率為百分之四點九，

就業不足率為百分之七點四，人手緊張的情況沒有在機場核心工程高峰

期時的百分之二的失業率嚴峻。……持續的基建投資和公私營樓房的建

造，將為建造業創造更多機會，但同時也會進一步使這個行業的人手緊

張。」29

 因此發展商需要出較高薪金招募人才。此舉令建築成本上升，令樓宇供

應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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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香港房屋市場相關數據

在了解過與物業市場相關經濟學後，我們可以看看本地物業市場有關的數

據，是否與以上部份描述的理論吻合。

5.1. 房屋價格

圖表 5‑1 一九九零至二零一二年香港私人物業 ( 三類住宅單位 ) 售價指數
  ( 以一九九九年為基數 )

資料來源：差餉物業估價署物業市場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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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料，本港私人物業的售價指數 30 在過去的十多年

間有顯著變化。	三類單位的售價指數在一九九零年跌至最低，在二零一二

年升至最高。

	 從二零一零年起，A	類單位 31 的售價指數更比C	類單位為高。

圖表 5‑2 一九九零至二零一二年香港私人物業 ( 三類住宅單位 ) 租金指數 
  ( 以一九九九年為基數 )

30 計算租金和售價指數所根據的資料，跟用以計算平均租金和售價的數據相同。以指數衡量價值轉
變時，是根據租金或售價除以有關物業的應課差餉租值所得的結果，而非根據每平方米樓面面積
的租金或售價計算。實際上，利用應課差餉租值，不但考慮到樓面面積，也顧及到不同物業在質
素上的其他差別。

31 成分指數（即某類別或級別物業的指數）是從分析所有在某指定期間內的交易結果計算出來的。
各類樓宇的綜合指數，是將成分指數按加權平均法計算而得出 ( 差餉物業估價署	2012)。

		私人住宅單位是指各自設有專用的煮食設施和浴室 ( 及／或廁所 ) 的獨立居住單位，並按樓面面積
細分如下：A	類單位	-	實用面積少於	40	平方米 ;	B	類單位	-	實用面積為	40	至	69.9	平方米	;	C	類
單位	-	實用面積為	70	至	99.9	平方米 ;	D	類單位	-	實用面積為	100	至	159.9	平方米 ;	E	類單位	-	實
用面積為	160	平方米或以上	( 差餉物業估價署	2012)。

資料來源：差餉物業估價署物業市場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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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租金指數 32，也是有顯著變化；A	類單位的指數從二零零七年起超越了

C	類單位。三類單位的租金指數在二零零四年跌至最低，在二零一二年時升

至最高。

 圖表 5‑3 一九九九至二零一二年香港私人物業租金指數及丙類消費物價指數變化 
( 以一九九九年為基數 )

	資料來源：差餉物業估價署物業市場統計資料 ;	香港政府統計處

	 在這期間，租金指數在二零零三年跌至最低水平，但在期後不停上升；尤其

在二零零九年到二零一二年，上升幅度遠比丙類消費物價指數大。

32 見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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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房屋供應

圖表 5‑4 一九八五至二零一二年香港私人住宅 ( 各類單位 ) 年底總存量

33	因差餉物業估價署在二零零三年以後的數字並不包括村屋，此圖二零零三年以後的數字經以調整。

資料來源：差餉物業估價署物業市場統計資料 33

	 在私人住宅—各類單位年底總存量從一九八五年到二零一二年間的數據中，

B類單位存量的升幅最多，其次為A	類，C	類單位則升幅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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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5‑5 二零零三至二零一二年香港私人住宅 ( 各類單位 ) 年底總存量
 ( 以二零零三年為基數 )

34	同 33。

資料來源：差餉物業估價署物業市場統計資料 34

	 但是如果以二零零三年的數值作為基準，我們把以上述資料重新整理後得出

的結果並不一樣：對比在二零零三年的總存量，升幅最大的是C	類單位，其

次是 B	類單位，最小是 A	類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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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5‑6 一九八零至二零零二年居者有其屋累積出售單位數字

資料來源：香港房屋委員會

	 根據房委會資料，居者有其屋每年 ( 以該屋苑落成年份為準 ) 的累積出售數

字從一九八零年到二零零二年期間不斷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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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5‑7 一九八零至二零零二年居者有其屋每年出售單位數字

資料來源：香港房屋委員會	

	 如果我們將上述數據分開以每年出售單位去觀察，可以看見出售的數字十分

波動。

	 從此兩圖可以推測，居屋每年累積的出售數字是上升中，但是政府每年決定

出售的單位數目卻沒有一個特定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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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5‑8 二零零二、二零零七及二零一二年公共租住房屋總存量

資料來源：香港房屋委員會

在二零零二年至二零一二年間，本港的公共租住房屋總存量不斷上升，從

二零零二年略多於六十八萬個單位上升至二零一二年的七十六萬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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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5‑9 二零零二 / 零三至二零一一 / 一二財政年度實際公共租住房屋落成量

35 2003/2004	–	2012/2013 香港實質建屋量	( 房屋署	2013)

資料來源：香港房屋委員會	

	 然而當我們以每個財政年度的實際公共租住房屋	( 下稱「公屋」)	落成量觀

察，得出的結果並不相同。雖然在零四	/	零五	年度的公屋落成量最多，接近

二萬五千個單位；	但卻大幅下降至零六	/	零七年的約為七千個單位。35 接著

的零七	/	零八年及零八	/	零九年的落成量有所回升，但在零九	/	一零年再次

下降。	透過比較以上兩圖，這顯示了公營房屋	( 居屋及公屋 )	的落成量是十

分波動，政府並沒有硬性規定每年需要建成一定數目的公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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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住戶收入及實際住屋分佈

表格 5‑1 二零零一、二零零六及二零一一年按房屋類型劃分的
香港家庭住數目

年份

房屋類型

2001 2006 2011

數目 % 數目 % 數目 %

公營
租住房屋 36 627,339 30.6 690,788 31 720,892 30.4

資助自置
居住房屋

320,122 15.6 362,439 16.3 377,615 15.9

私人永久性
房屋

1,071,881 52.2 1,149,952 51.6 1,242,982 52.5

其他 37 34,070 1.6 23,367 1.0 27,307 1.2

總計 2,053,412 100.0 2,226,546 100.0 2,368,796 100.0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2011	人口普查

	 根據香港統計處的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在該年本港有百分之三十點四的家

庭住戶居住在公屋單位，百分之十五點九的家庭住戶居住在資助出售單位，

百分之五十二點五的家庭住戶居住在私人住宅單位。這些比率在過去的二零

零一年和二零零六年的人口普查中大致穩定。

35 包括所有公營租住房屋單位	( 香港統計處	2011)。
36 其他包括非家庭屋舍及臨時房屋	( 香港統計處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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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5‑10 二零一一年按居所租住權劃分的香港家庭住戶比例

38 以上數字分別從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表E102	及表 E103	中的資料推算，而不包括住在船艇上的家
庭住戶。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2011	人口普查

	 在圖 5-10	我們參考了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中的「按居所租住權劃分的家庭

住戶數目」數據加以推算後發現：本港約有百分之三十六點一四的家庭住戶

居於自置的私人住宅單位，而約有百分之十六點三的家庭住戶租住他人的私

人住宅單位。38 同期，本港有百分之十五點九的家庭居住在資助自置居所房

屋，另有百分之三十點四的家庭居住在公營租住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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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5‑2 二零零一、二零零六及二零一一年按屋宇單位類型劃分的
香港家庭住戶每月租金中位數

年份

房屋
類型

家庭住戶每月租金
中位數	( 港幣 )

家庭住戶每月收入
中位數	( 港幣 )

租金與收入比率
中位數	(%)

2001 2006 2011 2001 2006 2011 2001 2006 2011

公營租
住單位

1,300 1,390 1,210 12,500 10,296 11,415 10.4 13.5 10.6

私人
永久性
房屋

5,300 5,100 7,500 19,413 20,238 29,182 27.3 25.2 25.7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2011	人口普查

	 在二零零一年、二零零六年和二零一一年，本港的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 39 

反映顯著變化：	公營房屋的家庭住戶收入中位數比居住在私人住宅的為低，

在過去十年間他們的收入停滯不前，收入還要比在二零零一年時低 40；私人

住宅住戶的收入卻不斷上升。41

39 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 :	住戶每月收入的一種平均值。百分之五十的住戶，他們的收入高於這數
字，而其餘百分之五十，他們收入低於這數字。收入金額是零的住戶亦包括在計算之內	( 香港統
計處	2011)。	

40 公營房屋家庭住戶收入中位數如下 :	2001:	$12,500;	2006:	$10,296;	2011:	$11,415	
41 私人住宅家庭住戶收入中位數如下 :	2001:	$19,413;	2006:	$20,238;	2011:	$2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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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私人住宅住戶的收入中位數比公營房屋住戶高出一倍，他們的房租負擔

卻遠比公營房屋住戶高。我們參考家庭住戶每月租金中位數 42 後，可以看見

私人住宅的數字從二零零一年的五千三百元升至二零一一年的七千五百元；

反而公營房屋從二零零一年的一千三百元下跌至二零一一年的一千二百一十

元。

	 租金與收入比率中位數 43 亦可反映私人住宅租金對其住戶的負擔比較大。

在人口普查的十年間，私人住宅的比率維持在百分之二十五或以上，但公營

房屋的比率卻在百分之十至十三之間波動。

42 家庭住戶每月租金中位數 :	家庭住戶每月租金金額的一種平均值。百分之五十居於租住居所的家庭
住戶每月支付的租金高於這數字，而其餘百分之五十，他們支付的租金低於這數字。租金金額是
零的住戶並不包括在計算之內 ( 香港統計處	2011)。

43 租金與收入比率中位數：家庭住戶每月支付的租金金額與每月收入的比率的一種平均值。百分之
五十居於租住居所的家庭住戶的租金與收入比率高於這數字，而其餘百分之五十，他們的租金
與收入比率低於這數字。收入金額和／或租金金額是零的住戶並不包括在計算之內 ( 香港統計處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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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總結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顯示住屋開支在近年眾物價中升幅十分顯著 44，收入升幅

最緩慢	( 如工作人口職業收入第一組別 45)	的消費者必須以減少其他消費以

平衡開支，或會影響原有的生活質素。

	 公營房屋供應緩慢，落成量大幅波動，遠遠追不上房屋市場的穩定上升中的

需求；私人樓宇中，以C類單位	(即較大居住面積單位 )	的供應升幅比較大，

但普羅大眾較難負擔。

	 除了香港人口數量外，香港人口特徵的改變亦令房屋需求或有所增加。

	 香港住戶的平均收入普遍上升，	加強了大眾的購買住宅的意欲，刺激了房

地產的需求部分。

	 收入上升亦提升了大眾對住屋的要求，例如房屋的景觀、大小、區域等。但

近年基層住戶對環境惡劣的「劏房」需求卻不斷增加：第一，這顯示了大眾

的真實收入增幅或未及樓價和租金的增幅；第二，這亦顯示了公屋及較便宜

的A類私人住宅供應短缺，低收入人士只能選擇居住於環境惡劣但租金相對

便宜的「劏房」。

44 在綜合消費物價指數中的住屋類別在二零一二年按年上升了 7.2%	( 香港統計處	2012)。	
45 在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的住戶收入分布報告中，統計處把每月主要職業收入大約分為十二組，最
低的一組為每月收入低於二千元	( 表 2.2,	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主題性報告 :	香港的住戶收入分布，
香港統計處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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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香港房屋政策的歷史

在不同年代住戶對住屋需求皆有不同的需要，以下表格對香港房屋政策作

出簡介。

6.1. 港英政府時代

年代 歷史事件 政策	/	政策目標

50	-	60 年代 •	大量難民湧入，他們居
住在惡劣的山邊平房。

•	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
二十五日，一場大火摧
毀了石硤尾的寮屋區。

•	提供臨時安置區作為災民緊
急的棲身之地。

•	提供最基本的居住環境，即
由香港政府提供的公共租住
房屋	( 下稱「公屋」)。

70	-	80 年代 •	香港經濟發展迅速，公
眾開始追求永久而優質
的房屋。

•	推出十年建屋計劃包括發
展新市鎮、居者有其屋計
劃 ( 下稱居屋 ) 及私人機構
參建居屋計劃。

•	推廣自置房屋概念。
•	政府主導了一連串的調查，

凍結了寮屋的數字，在寮屋
所在地皮需要用作公眾用途
前不予拆除。46

資料來源：香港房屋委員會 ;	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房屋網頁 ;	長遠房屋策略諮詢文件

46 政府新聞網新聞稿	(2006	年 3 月 1	日 )	立法會五題寮屋管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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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香港特區政府時代

年份 歷史事件 政策	/	政策目標

90	-	千禧年代 ( 一九九七年 )
•	因各種的人口因素，尤其

移民，有限的土地及房屋
供應不能滿足增長中的房
屋需求。47

•	住戶對房屋的期望隨著經
濟發展而上升。

•	由一九九九 / 二零零零財政
年度起，政府訂下每年房屋
供應目標為 85,000 個單位	
( 包括 50,000個公營單位及
35,000	個私人單位 )。48

( 一九九七年以後 )
•	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導致

香港樓市泡沫爆破。

當時部份孫明揚局長宣布的政
策	( 孫九招 )	如下：
•	停止定期拍賣土地及暫停

「勾地表」制度至	2003 年
底。之後，新土地會以勾地
方式提供	。

•	停止推行混合發展計劃、自
置居所計劃及私人參建計
劃。49

資料來源：香港房屋委員會 ;	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房屋網頁 ;	長遠房屋策略諮詢文件

47 A	New,	Long	Term	Development	Framework	 for	Hong	Kong:	A	Response	 to	Change	and	
Challenges,	A	consultative	Digest	on	the	Review	1996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48 http://www.cityu.edu.hk/hkhousing/pdoc/1998_%20LTHS-c.pdf	
49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sec/library/0304fs0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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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上表 )

年份 歷史事件 政策	/	政策目標

2010	-	現在 •	土地和房屋單位短缺令樓
價高企不下，住戶更難負
擔得起置業。50

•	針對樓市過熱，政府調高物
業從價印花稅和開徵額外、
買家印花稅。51

•	政府定下十年內房屋供應
目標為 470,000 個單位	( 公
營和私人房屋的比率為
60:40)。52

•	發展新界土地以增加土地
供應。

資料來源：香港房屋委員會 ;	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房屋網頁 ;	長遠房屋策略諮詢文件

50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309/11/P201309110555.htm	
51 參考第 4部表格 4-1。
52 長遠房屋策略諮詢文件第 4.3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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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房屋市場的經濟模型

讓我們設立一個房屋市場的經濟模型，以描述對不同層次的市場如何相互

影響	( 即私人樓宇和公營房屋 )。我們考慮的物業市場可以是一個租務市場或買

賣市場。然後，我們會研究政府政策對這些市場的影響。在此我們會運用一個

線性供應和需求的模型以作參考。

	 住戶對單位的價值是基於兩個計算：消費和投資價值。所以住戶最高願意花

在購買的價格或接受出售單位的價格是根據以下兩點作出決定：

 對該單位所產生的房屋服務主觀的價值

 單位作為投資資產的金錢回報	( 即租金收入 )

	 在全個部份中都適用的一個重要假設：每一個需要物業單位的住戶只要求獲

得一個單位。

7.1. 房屋市場的概觀

	 香港房屋市場其中一個最突出的特徵就是在申請公共房屋時，政府為確保申

請人符合申請資格而成立的資產入息審查規定。

	 這個規定明顯地將整個房屋市場劃分為獨立但相關的公營和私人市場。

	 以下為作解釋，我們首先考慮一個無論公營或私人市場的物業單位售價皆為

零的假設情況。

	 在私人單位售價為零的情況下，市場上有二千個需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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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7‑1 房屋市場需求的組成

	 其中一千名人士的入息是低於申請居者有其屋	( 下稱「居屋」)	的入息限額

上限。

	 在這一千名較低收入的人士中，六百人的收入高於申請公共租住房屋	( 下

稱「公屋」)	的收入上限。	( 公屋的申請審批比居屋較為嚴謹 )	

	 假設這些需求者首先會到私人市場尋找一個新的單位。如果他們出價不成

功，剩下的需求者會移到二手私人市場尋找單位。另外，如果他們在二手私

人市場也找不到單位，就再移向租務市場。租務市場也可以分成高端和低端

的單位，而接近最低端的就是分間樓宇單位	( 或稱「劏房」) 市場。

	 有些需求者可以選擇申請公營房屋。如是者，我們假設了合資格的需求者會

首先尋找居屋單位，不成功的話他們會轉向申請公屋。如果他們是在輪候公

屋中但仍未獲分配一個單位，他們會在私人租務市場尋找居所。



40

香港房屋政策
香港房屋政策

香港房屋政策

	 因此，在私人買賣市場中剩下的需求者與在公營市場中剩下的需求者會在私

人的租務市場中匯合。為了滿足不同的需求者的成本需要，租務市場可以價

格劃分成多層。

圖表 7‑2 房屋市場分析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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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私人一手單位市場

	 假設在這個市場上現有的單位供應為低彈性。

	 一手單位市場的需求是由個人需求者願意付出的價格決定，而收入較高者能

夠為新單位支付較高價錢。

	 市場價格是由供應和需求所決定。	在這市場，餘下未滿足的需求會移向私

人二手市場尋找購買的機會。

圖表 7‑3 私人一手單位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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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買家願意為一個一手單位付出不同的價格

	 供應：固定數量為 200	個

	 因為在固定供應之下一手單位的均衡價格為450	萬元，剩餘的需求為	(2,000	

–	200)	1,800	名買家。

7.3. 私人二手單位市場

	 在二手私人市場，因為每個二手單位的賣家對自己單位都有不同的估值，供

應曲線比較有彈性	。	

	 這裡的需求是由一手市場的剩餘買家所組成，需求曲線是向下傾斜。

	 二手市場的均衡價格是由供應和需求所組成。

	 至於其餘未滿足的需求，則會移向租務市場尋找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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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7‑4 私人二手單位市場

	 這個市場的均衡價格為 400	萬元，而交易數量為 200	個單位。		(1,800	–	

200)	1,600	名買家會移向私人租務單位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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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公營房屋市場 ‑ 居者有其屋

	 「居者有其屋」( 下稱「居屋」)	和公共房屋是只有能夠通過資產入息審查測

試的住戶可以選擇。

	 在公營房屋市場，房委會是唯一一個可以向通過入息審查的有需要人士提供

居屋單位的供應商。

	 合資格的公營房屋單位需求者面對一個低彈性的供應。	

圖表 7‑5 公營居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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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居屋是以一個受管制的價格出售，居屋市場上會有供不應求的情況存在。

	 市場上有一個有效的每個單位價格上限在運作，即上圖所示的 300	萬元；分

配機制則以申請者輪候的時間或隨機分配為準。

	 在 1,000	名的需求者中，只有 75	名買家獲得居屋單位。

7.5. 公共租住房屋市場

	 雖然公共租住房屋	( 下稱「公屋」)	可以吸收一些通過了入息審查但得不到

居屋單位的剩餘需求者；但是在政府大量資助下，公屋租金低於市價，這形

成了大量超額需求，因此輪候公屋者眾多。

	 最後，這些在公營市場得不到單位的住戶會尋找私人租住單位。根據假設，

這群需求者會到下端私人市場尋找居住單位，形成了分間樓宇單位的需求。



46

香港房屋政策
香港房屋政策

香港房屋政策

圖表 7‑6 公共租住房屋市場

	 公屋市場的特徵：公屋是受到政府的大量資助。分配機制是以輪候的時間為

準。

	 在600	名申請租住公共房屋的住戶中，只有200	名可以獲得分配一個單位。

其餘剩下的	(600	–	200)	400	名住戶只好往下端私人租務市場尋找居住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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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私人租住單位市場

	 在私人租住單位市場，我們以不同的租金將單位分為三種質素：	高、中和低。

	 潛在的租客組合包括有不能負擔首期的住戶和雖然能夠負擔首期，但因樓價

高企買不起私人住宅的住戶。

	 每一個潛在的租客對住屋服務都有不同的個人估值，所以他們願意支付的每

年租金各有不同。

	 持有租住單位的業主則會提出不同的租金以出租自己的單位，形成此市場的

供應。	這個住屋市場的模型顯示了私人住宅的「劏房」市場是為了滿足由

其他市場被擠下來的剩餘需求：

	 在正常的私人買賣市場找不到任何單位的住戶

	 在公營市場中找不到居所的住戶

	 在私人買賣市場和公營房屋市場上的剩餘需求者會向私人租住單位市場尋找

高質素的單位。均衡租金出現後，有些需求者會找不到居住的單位。其餘的

需求者再向中級的單位市場尋找適合自己的單位。同樣地，中級單位市場的

均衡租金出現，又有一些需求者會找不到居住的單位。然後這些從中級單位

市場來的剩餘需求者會向低質素的單位市場尋找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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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私人高級租住單位市場

圖表 7‑7 私人高級租住單住市場

	 在私人買賣市場和公營房屋市場上有 675	人成功獲取居住單位，所以在這個

租住市場上的剩餘需求有	(2,000	–	675)	1325	人。

	 在市場均衡年租為 280,000 元下，有 401	名租客成功租住高級單位，因此

剩餘的	(1,325	–	401)	924	名住戶需要往中級租住市場找尋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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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私人中級租住單位市場

圖表 7‑8 私人中級租住單位市場

	 在市場均衡年租為 180,000 元下，有 350	名租客成功租住中級單位，因此

剩餘的	(924	-	350)	574	名住戶需要往中級租住市場找尋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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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私人分間樓宇單位市場

圖表 7‑9 私人分間樓宇單位市場

	 在市場均衡月租為 3,000 元下，有 170	名租客成功租住私人分間樓宇單位，

因此剩餘的	(574	-	170)	404	名住戶在這個市場找不到房間。他們可能留在

現時居住的地方，或者無家可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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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總結

	 從以上的分析 ,	可以得到三個關鍵的觀察

	 私人市場不能完全滿足房屋的需求。

	 受津貼的公營房屋市場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

	 私人租務市場提供不同的租住組別	( 包括「劏房」)	以應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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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政策分析及評估

8.1. 可考慮的政策之一： 提高私人市場的土地供應

	 如政府增加私人樓宇市場的土地供應，私人一手物業市場的樓宇供應將會上

升。這會對新單位的價格構成壓力，其價格因而下跌。不過該市場單位數量

則會上升，更多的物業需求者能順利置業。結果，找尋私人二手物業的剩餘

需求可能下降，私人二手單位價格及其物業成交數量皆下降。同樣地，在私

人租務市場中，對不同質素單位的剩餘需求會減少。均衡租金以及租借單位

數量亦會下跌。

	 注意這個土地供應政策不會對公營房屋市場帶來直接影響。因為政府實施了

有效的入息審查政策，房屋市場因而劃分為私人和公營兩大部份。而且，符

合居屋或公屋的需求者多數無法負擔一手單位的按揭供款。所以，這項政策

未必能夠讓公營房屋的申請者直接受惠。他們或會受惠於私人市場的下跌的

租金	，但是這些效果可能很小，	因為他們是屬於較低階組別的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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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8‑1 私人一手單位市場

	 既然土地供應增加，私人一手單位數量亦會增加，供應曲線會向右移動。在

需求不變的程況下，交易數量會由 200	個上升至 400	個單位，因此剩餘需

求會由圖三所示的1,800	名買家下降至現在的	(2000	–	400)	1,600	名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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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8‑2 私人二手單位市場

	 在私人二手單位市場中，需求下降至 1,600	名買家，因此需求曲線會向左移

動。均衡單位價格下降了，交易數量也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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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8‑3 公營居屋市場

	 至於公營房屋市場，新增的土地供應並不涉及這個用途，居屋和公屋供應不

變。在現有固定價格	( 即圖上所示每個單位售價為三百萬元 )	之下，只有 75	

名需求者獲得居屋單位，餘下的	(1,000	–	75)	925	名單位需求者需要向其

他市場尋找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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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8‑4 公共租住房屋市場

	 在公屋市場，只有 600	名申請者符合分配公屋的資格。但是現時只有 200	

個公屋單位供應，餘下的 400	人也需要向其他房屋市場尋找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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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8‑5 私人高級租住單位市場

	 以上的剩餘需求縮減至	(2,000	–	855)	1145	53 名租客，需求曲線向左移動。

因此這個市場的均衡年租下降了，成交量亦下降至 370	個單位。

53 這個數字是由全體住戶	( 即 2,000	人 )	扣除已經找到居所的住戶 ( 私人市場有 580 名業主，公營市
場有 275 名住戶 )	數字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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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8‑6 私人中級租住單位市場

	 承上圖，餘下需求者有	(1,145	–	370)	775 名，需求曲線向左移動。因此這

個市場的均衡年租也下降了，成交量下跌至 300	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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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8‑7 私人分間樓宇單位市場

	 在上述兩個私人租住市都找不到單位的需求者會往分間樓宇市場繼續找尋居

所。現時的需求者有	(775	–	300)	475	名，需求曲線向左移動。因此這個市

場的均衡月租下降了，成交量下跌至 150 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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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剩下的	(475	–	150)	325	名需求者，既不能在私人物業買賣市場中找到

單位，又不能在公營房屋市場中找到棲所；只能留在現有居所中或變成無家

可歸的人士。

	 政策評估：	增加私人樓宇用途的土地供應可否改善草根階層的居住環境 ?

 答：首先，草根階層支付的租金有可能下調。其次，影響將視乎由政策

製造出來在租務巿場上讓租户向上流動的空間大小。但是，在最低級別

市場未能得到滿足的需求仍然存在。未能向上流動的人士可能是因為收

入太低或存款有限，或兩者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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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可考慮的政策之二：增加公共房屋市場的  
 土地供應

	 在增加居屋用地供應政策之下，居屋的供應會上升。居屋單位的交易量增

加，這代表有更多的居屋單位需求者得到單位。不過，居屋單位價格是受到

規管，這個政策對其格價的影響是微不足道。正常來說，現有的公屋住戶可

以優先入住居屋。於是，住戶移往居屋後能夠騰出更多的公屋單位給輪候人

士入住。所以私人租住單位剩餘需求	( 特別是「劏房」的需求 )	將會降低，

而較低等級的租務市場的均衡租金以及租住單位數量將會下降。

	 一手和二手單位的價格在長遠來說可能會下調。

圖表 8‑8 居屋單位與中級私人租住單位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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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屋供應量由75	個單位增加至240	個單位，更多的居屋申請人能夠入住了。

因此，中級私人租住單位的需求會下跌，均衡租金亦下跌，剩餘需求也減少

了。

圖表 8‑9 公屋與分間單位租住市場

	 如上，公屋供應由 200	個單位上升至 400	個單位，剩餘的申請者減少了，

分間單位需求下降。因此分間單位的均衡月租和成交量都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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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8‑10 私人一手單位及私人二手單位市場

	 須注意此土地供應政策會對私人物業買賣市場有一定程度的直接影響。這是

因為當私人單位租住率下降，出租單位的金錢回報率亦隨之下降；一手及二

手的購買價值會有所調整。如果要讓不同的房屋資產回報回復到均衡點，長

遠來說私人市場一手和二手樓的市價都會向下調整。

8.3. 土地供應政策之總結

	 增加公營或私營房屋土地供應政策會帶來以下的結果

 更低的私營房屋單位租金價值

 私營租住單位數量可能減少

 無家可歸、籠屋人士和年青的住屋需求者可能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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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政策評估之問題

	 增加居屋用途的土地供應可否改善草根階層的居住環境 ?

 答：可以，	居屋單位供應上升能令更多的現有的公屋住戶在物業階梯向上

流動，從而釋放所持有的公屋資源予其他公屋輪候人士，令草根階層的生

活水平得以改善。如上，因公屋租金相對最低階別的房屋	( 即「劏房」)	更

為低廉，草根階層住戶的生活支出可能減少。

	 增加公屋用途的土地供應可否改善草根階層的居住環境 ?

 答：可以，增加這方面的土地供應可以改善輪候申請人的生活水平；由

於租金得到政府津貼，他們可以少付一些租金，餘下的金錢可作其他的

生活用途如購買新鮮食品，生活質素可以得到改善。此外，因公屋租金

相對最低階別的房屋	( 即「劏房」)	更為低廉，草根住戶的生活支出可能

減少。

	 如果政策方針是要提升草根階層的生活水平，哪一項是較佳的政策 ?

 答：增加居屋用途的土地供應能製造物業階梯向上流動的效果，而增加

公屋用途的土地供應則不能。兩項政策是由協助更多的輪候者得到搬入

公屋的機會，均能提升草根階層的生活水平。但是前者較有動態及有潛

質可以提升有意遷入居屋的公屋住户生活水平，從而釋放有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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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政策方面結論

	 因應樓價高企，政府可以採取不同的政策以干預樓市。然而，政府需要面對

兩個問題：

 如果政府決定壓低樓價，它需要採取甚麼標準和如何決定一個合理水平

的樓價 ?	這個標準容易達到或量度嗎 ?

 既然我們知道香港樓市的需求部份會受到外來因素影響	( 如來自內地的需

求、美國的貨幣政策 )，政府要如何把樓價壓低至目標水平 ?	

	 我們嘗試分析兩個增加土地供應的情形：一是增加私人住宅用地，二是增加

公營房屋用地。如果私人住宅用地供應增加，私人單位市場交易價格下降，

公營市場則不會受到直接影響 54；至於公營房屋用地供應增加，有更多申請

者獲得居住單位，亦可以令私人租務市場的交易租金下跌。

	 增加公營房屋供應可能改善「劏房」住戶面對的生活環境問題，因為為數不

少的「劏房」住戶都是在輪侯公屋中：根據官方發表的《分間樓宇調查報告》

中顯示，有申請公屋的住戶當中有 97.1%	在輪侯名單上。社區組織協會

《2012/13	籠屋板房及套房研究報告新聞稿》更指出，「超過四成受訪者輪

侯公屋已經三年或以上，即超過政府的三年上樓政策承諾。」	55 如果公屋

供應增加，輪侯時間縮短，他們有望更快獲分配一個較佳居住環境的單位。

54 因為申請者需要通過入息資產審查。
55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ko-DGujrFfkJ:www.soco.org.hk/
publication/press_release/privatehousing/2013/pr_2013_9_1.pdf+&cd=3&hl=en&ct=clnk&gl=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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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私人住宅用地則對「劏房」居民的幫助不大，因為他們沒有能力負擔得

起一個私人單位，對租務市場只有輕微影響。

	 增加土地或樓宇供應的政策是沒有兩全其美的。擁有物業的業主希望樓價可

以持續上升，他們的財富和租金收入會繼續增加；沒有物業的住戶卻希望樓

價下降，因而可以以較低價錢購買單位。56 社會上有不少持分者對物業市場

抱有相反意見，他們關心的利益各不相同，因此政府沒有一個單一有效的房

屋政策可以滿足所有人的需求。

56 根據統計處《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大約有 16%	家庭居住在自置私人住宅，16%	家庭居住在資
助自置居所房屋，31%	家庭居住在公營租住房屋 ( 見圖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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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討論問題

問題 1：機會成本

香港房屋委員會（後稱房委會）的租住房屋業務在 2011/12 年度錄得 6.01

億元的赤字 57，反映公屋租住服務的租金收入未可彌補相關支出（如：管理費、

維修費）。

(a)	 房委會提供公屋租住服務有甚麼顯性成本？

(b)	 興建公屋有甚麼顯性成本？

(c)	 除了 (b) 提及的成本，興建公屋還需要甚麼資源？

(d)	 興建公屋的機會成本是甚麼？

(e)	 (i)	 試指出一個位於巿區的屋邨。

	 (ii)	 試指出位於大嶼山的屋邨。

	 (iii)	 在 (i) 和 (ii) 提及的屋邨興建公屋，機會成本會有何不同？

	 [ 假設建築費用一樣，而土地可出售予私人發展商。]

	 (iv)	現假設所有公屋單位收取同樣租金。從機會成本的角度看，在 (i) 和	

	 (ii) 提及屋邨居住的租戶是否接受同樣價值的政府津貼？

(f)	 為何興建公屋會有機會成本？

57 香港房屋委員會《２０１１/ １２年度報告》
　http://www.housingauthority.gov.hk/mini-site/haar1112/tc/view.html?f=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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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2：資源分配與經濟效益 ( 一 )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表示由於公屋資源有限，我們應優先處理基層

家庭、長者及環境欠佳的住戶	( 包括「劏房」戶 )。社會上有意見認為

應取消配額及計分制，但此舉會令家庭申請者的輪候時間大增。為了縮

短 35 歲以上的非長者單身人士的輪候時間，應完善現行的配額及計分

制。…

香港每日新聞

2013 年 9	月 6 日

(a)	 試定義「短缺」。

(b)	 試畫出供需圖以解釋現時公共租住房屋的巿場狀況。

(c)	 假設公共租住房屋	( 後稱公屋 )	的分配是基於公屋對申請者的價值。	 	

( 即分配公屋予願意付出最高租金的公屋申請者 )

	 試定義消費者盈餘和在題 (b) 的供需圖標示出消費者盈餘。

(d)	 以題 (c) 的消費者盈餘作比較，試評價現時政府分配公屋制度形成的消費

者盈餘。

	 ( 現時政府把公屋申請者按家庭大小、申請公屋區域或其他特殊情況分成

不同組別，再按排隊次序分配公屋。較早申請者能較早獲發公屋。58)	

58 香港房委會：
	 http://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common/pdf/about-us/policy-focus/policies-on-public-
housing/A01/A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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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3：資源分配與經濟效益 ( 二 )

「我們曾就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狀況進行初步分析。根據房委會	2012	

年公屋輪候冊申請人統計調查，於 2012	年	3	月，配額及計分制下共有	

87	800	名非長者一人申請者（佔當時輪候冊上總共	189	500	名申請者

的	46%）。在這 87	800	名申請者當中，65%（57	200	人）年齡為	35	

歲或以下。在這群組中，34%於申請公屋時為學生，47%	具專上教育

程度或以上，33%	為公屋居民。不過，在	35	歲以上的申請者當中，

只有	7%	具專上教育程度或以上。」

房屋事務委員會，長遠房屋策略小組委員會

<<充分和合理運用公共租住房屋資源的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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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據下表數據，試以一幅供需圖顯示公共租住房屋	( 後稱公屋 )	的巿場

狀況。

	 	 [ 假設供應量為 100 個單位，而租金水平設於 $1,400。]

家庭組別 租住公屋的邊際利益	($)

甲組 2,500

乙組 2,000

丙組 1,500

丁組 1,000

	 ( 註：假設每組家庭有 50個家庭單位 )

(b)	 試計算消費者盈餘，若公屋分配予：

	 (i)	 甲、乙組家庭。

	 (ii)	 甲、丙組家庭。

	 (iii)	 甲、丁組家庭。

(c)	 當租金降低至 $900，公屋的短缺為何？	

(d)	 當公屋供應量上升至 150 單位，而租金維持在 $1,400 水平，公屋的短缺

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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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4：供需模型

基層市民現時面對嚴峻的住屋問題，但從長策會最近推出的長遠房策

諮詢文件可見，政府現時無意取消劏房，反而提出除了工廠大廈劏房

外，可「規範化」處理住宅或綜合樓宇的劏房，若然達到防火安全及

衛生標準，便可作長期經營。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承認，如獲發

牌經營劏房，租金將會增加；亦有學者提出，劏房在市場上有需求，

估計租金會繼續上揚。

香港每日新聞

2013 年 9月 13 日

(a)	 對比公共租住房屋	( 後稱公屋 )，為何劏房的短期供應曲線會相對有彈性 ?

(b)	 (i)	 試舉出兩項令公屋需求上升的情況。

	 (ii)	 公屋的短缺會如何受公屋需求上升影響？

(c)	 (i)	 試舉出兩項令劏房需求上升的情況。

	 (ii)	 劏房需求上升將如何影響劏房的均衡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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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5：界外效應 (Externality)

以下是由香港國際機場提供的發展資訊：

圖表 10‑1 香港國際機場在過去 15 年來交通量的增長

	 圖片來源：香港國際機場與香港	–	三跑道系統 59

圖表 10‑2 關於機場跑道容量的資料

圖片來源：香港國際機場與香港	–	三跑道系統 60

59 http://www.threerunwaysystem.com/tc/Growth/Economic_contribution.aspx
60 http://www.threerunwaysystem.com/tc/Growth/demand_forecas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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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跑道系統的實際容量能應付 420	000 架次的飛機起降量。……若機

場以三跑道系統運作，每年則可處理達 62萬架次的飛機起降量。」

香港國際機場網頁

(a)	 試定義界外效應。

(b)	 香港國際機場興建第三條跑道對香港帶來甚麼界外效應？

(c)	 試指出在香港國際機場附近的屋邨名稱。

(d)	 香港國際機場興建第三條跑道對第三題提及的屋邨帶來甚麼界外效應？

(e)	 政府和上題所示的屋邨居民能否有效率地通過談判解決 (d) 所述外在

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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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6：總需求—總供應模型

「我們會加大加快資助房屋的供應：

1.	 在 2018 年起的 5年內，公屋的總供應以至少 100	000 個單位為產

量目標；

2.	 我已指示運輸及房屋局在保證質素的前提下，檢討加快興建公屋進

度，及如何簡化不同規管的技術評估要求；

3.	 我會邀請房協增建資助房屋。「綠悠雅苑」反應熱烈，政府已選定

一幅沙田的土地交予房協作同類發展，以及一幅沙頭角的土地作出

租公屋，合共提供約 1	000 個單位；…」

2013 年施政報告 ,	第 63	節

(a)	 假設香港政府將增加公屋租住服務，這對香港的總需求帶來甚麼即時

影響？

(b)	 假設香港政府將增加公屋租住服務，這對香港的長期總供應帶來甚麼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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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7：收入不均
  

香港的收入不均問題是社會人士極關注的議題之一。堅尼系數是經濟學常

用作量度收入不均的方法。根據香港統計處以原本住戶收入計算的二零零一

年、二零零六年及二零一一年堅尼系數如下 61：

表格 10‑1 二零零一年、二零零六年及二零一一年按人口平均住戶
每月收入計算的堅尼系數 ( 以原本住戶收入計算 )

所有家庭住戶

年份 2001 2006 2011

以原本住戶收入計算
的堅尼系數

0.525 0.533 0.537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2011 香港人口普查

(a)	 什麼是堅尼系數 ?

(b)	 堅尼系數的數值上升有甚麼可能推論？

(c)	 根據，香港自 2001 年至 2011 年以原本住戶收入計算的堅尼系數有甚麼

變化？有甚麼可能推論？

(d)	 以原本住戶收入計算的堅尼系數能否準確反映香港的收入不均問題？

	 請列出原因。

61 政府統計處《香港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	-	主題性報告	香港的住戶收入分布》，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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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統計處提供定義 62：

除稅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收入	=	原本住戶收入	–	稅款總支出	

+	公帑支付予個別人士的各種福利

香港統計處以除稅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收入計算的二零零一年、二零零六年

及二零一一年堅尼系數如下 63：

表格 10‑2 二零零一年、二零零六年及二零一一年按人口平均住戶
每月收入計算的堅尼系數 ( 以除稅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收入計算 )

所有家庭住戶

年份 2001 2006 2011

以除稅及福利轉移
後住戶收入計算
的堅尼系數

0.470 0.475 0.475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2011 香港人口普查

62 政府統計處《香港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	-	主題性報告	香港的住戶收入分布》，頁 4。
63 政府統計處《香港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	-	主題性報告	香港的住戶收入分布》，頁 107。



77

香港房屋政策
香港房屋政策

香港房屋政策

(e)	 根據表格 10-2，以除稅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收入計算的堅尼系數，於 2001

年至 2011 年有甚麼變化？有甚麼可能推論？

(f)	 比較表格 10-1 和表格 10-2，除稅及福利轉移對堅尼系數的數值有甚麼

影響？

(g)	 除公屋福利外，請列出另外兩種公帑支付的社會福利。

(h)	 假設其他因素不變，政府大幅度增建公屋對堅尼系數有甚麼影響？

(i)	 不少社會人士要求政府大規模興建公屋，政府是否必須回應公眾訴求 ?	



78

香港房屋政策
香港房屋政策

香港房屋政策

建議答案

問題 1：機會成本

(a)	 主要包括維修費、物業管理費、房委會行政支出等。

(b)	 主要包括樓宇建築費和相關房委會行政支出。

(c)	 主要包括土地。

(d)	 機會成本即面臨決策時最高價值的捨棄方案。在土地方面，政府可

以選擇把土地出售予私人發展商，又或是用作興建公園、社區設施

等用途。假設出售土地予私人發展商為最高價值的捨棄方案，那麼

透過該次售賣土地予發展商可賺取的資金便是興建公屋的機會成本。	 

在建築費用方面，政府本可把這部份開支用作教育、醫療、福利等用途；

或撥作財政儲備。而最高價值的捨棄用途則是興建公屋的機會成本。

(e)	 (i)	 黃大仙上邨。或其他可接受答案。

	 (ii)	 逸東邨。或其他可接受答案。

	 (iii)	 在	(i)	提及的屋邨興建公屋會帶來較高的機會成本。

	 	 興建公屋的機會成本是土地的最高價值用途。巿區土地因其發展機會	

	 較大而有更高價值，所以出售予私人發展商時能獲得更多盈利。因此，	

	 在 (i)	的屋邨興建公屋會放棄更多賣地收入，即有更高的機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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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不是，在巿區的租戶接受更多的政府津貼。

	 	 如 (iii) 提及，巿區土地有更高的機會成本；換言之，政府在巿區提供	

	 公屋租住服務需要犧牲更高價值的發展機會，巿區租戶因而接受更多	

	 政府津貼。

(f)	 香港土地和政府資金都有稀少性，即現有資源數量未能滿足所有人的

需要；而稀少性迫使人們取捨資源的運用方式，導致機會成本出現。 

土地和政府資金用作興建公屋後，不能再用作其他用途；而捨棄的最高價

值用途便是機會成本。如最近社會討論應否使用郊野公園土地興建公屋，

便是因土地稀少性而引致機會成本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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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2：資源分配與經濟效益 ( 一 )

(a)	 短缺指在一特定價格水平，需求量大於供應量的情況。

(b)	

圖表 10‑3 在有限公共租住房屋供應下的短缺

圖示：

1.	供應曲線完全無彈性。

2.	租金低於均衡租金水平。

3.	有短缺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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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消費者盈餘即消費者願意為貨品或服務付出的最高價格較實際價格為高

時，兩者之間的差距。

圖表 10‑4 在有限公共租住房屋供應下的消費者盈餘

(d)	 基於現時政府的分配制度，獲發公屋的申請者未必是對租住公屋估值最高

的一群 ( 即獲發公屋有最大邊際利益的申請者 )。因此，現有制度不能有效

把消費者盈餘最大化，故消費者盈餘較題 (c) 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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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3：資源分配與經濟效益 ( 二 )

(a)	

圖表 10‑5 問題 3a 的供應與需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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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家庭組別 消費者盈餘

甲組 (50	x	2500)	-	(50	x	1400)	+	(50	x	2000)	-	(50	x	1400)	=	$85,000

乙組 (50	x	2500)	-	(50	x	1400)	+	(50	x	1500)	-	(50	x	1400)	=	$60,000

丙組 (50	x	2500)	-	(50	x	1400)	=	$55,000

(c)	 短缺	=	200	-	100	=	100 單位

(d)	 短缺	=	150	-	150	=	0	單位

(e)	 由於租金維持在 $1,400 水平，丁組家庭對公屋並沒有需求。因此，公屋

的需求量為 150 單位	( 甲、乙、丙組的總需求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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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4：供應—需求模型

(a)	 公屋方面，供應量是由政府在制訂長期政策方案時決定的；加上興建公屋

需時，因此，公屋的短期供應曲線是完全無彈性。

	 劏房方面，業主會根據巿場狀況決定是否把單位分割成劏房。若果巿場的

租金上升，業主分割單位為劏房的機會會上升，令劏房供應量增加。因此，

劏房的供應相對有彈性。

(b)	 (i)	 當低收入人士數目上升，公屋需求亦會上升。

	 	 如果政府放寬公屋申請的入息及資產限額，公屋需求亦會上升。

	 (ii)	 若公屋需求上升，公屋的需求量在同一價格下亦會上升。

	 	 若公屋供應維持不變，公屋短缺將會上升。

(c)	 (i)	 公屋是劏房的代替品。當公屋的供應下降，劏房的需求會上升。

	 	 當低收入人士數目上升，劏房需求亦會上升。

	 (ii)	 當劏房需求增加，劏房的均衡租金將會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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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5：界外效應

(a)	 界外效應指某種生產行為對生產者以外的經濟單位帶來的利益或成本；或

某種消費行為對消費者以外經濟單位帶來的利益或成本。

(b)	 興建第三條跑道會帶來外在利益和外在損害。

	 外在利益方面 :	興建第三條跑道可以增加機場容量，機場的效率會提升、

航班延誤的機會下降及往返外地城市的航班會更頻密，這些因素會吸引更

多旅客和更多貨物以飛機進出本港，促進旅遊業和物流業發展。

	 同時，興建跑道期間和落成後相關機構均需聘請員工如建築工人、管理人

員等，可以減低香港的失業率。

	 外在損害方面 :	興建第三條跑道除了帶來空氣污染和嘈音，也會造成大量

固體廢物，損害附近環境和居民的健康。

(c)	 逸東 ( 一 ) 邨和逸東 ( 二 ) 邨。

(d)	 興建第三條跑道會給邨民帶來外在利益和外在損害。

	 外在利益方面 :	在跑道興建期間，建築工人的需求會大幅增加；在跑道落

成後，管理人員、地勤等需求亦會上升。而機場擴建後會帶動旅遊業和物

流業發展，為該區居民提供相關行業的工作機會。

	 外在損害方面 :	興建第三條跑道會除了帶來污染、損害環境和附近居民健

康，也會影響屋邨附近的交通運輸流量。假設公路容量和運輸設施沒有改

善，增建跑道後上升的汽車流量會引致交通堵塞，對居民造成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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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言之，興建第三條跑道會帶來正負面的界外效應；而由於逸東 ( 一 ) 邨

和逸東 ( 二 ) 邨位於機場附近，所以該邨居民較其他香港居民更受上述的

外在利益、損害影響。

(e)	 不能。首先，每個逸東 ( 一 ) 邨和逸東 ( 二 ) 邨居民也受不同程度的影響，

政府難以準確評估每名居民的實質淨損害 ( 即外在損害減外在利益 )，令政

府難以訂定賠償款項。另外，此兩邨的認可人口總數目在 2013 年 9 月尾

高達 41,200 人 64，亦反映談判需要高昂的協調成本。

	 換言之，基於量度標準、人口數量等因素，政府和此兩邨居民透過談判解

決所述問題需要大量資訊和成本，不能有效率地解決問題。

問題 6：總需求—總供應模型

(a)	 總需求包括私人消費支出、投資支出、政府支出和出口淨值。

	 首先，政府興建公屋的成本為投資支出 65 的一部份，香港的總需求因而上

升。政府在興建時所入口的混凝土、鋼筋等材料為中間投入，這些投入的

價值已經反映在興建公屋的成本之中。

	 公屋落成後，租戶所付出的租金多寡能夠影響到總需求中的私人消費支出

部份。如果大部份的租戶在遷入公屋後都能夠節省租金開支，私人消費開

64	http://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global-elements/estate-locator/detail.html?propertyType
	 =1&id=2838
	 http://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global-elements/estate-locator/detail.html?propertyType
	 =1&id=7178
65	在香港統計處的分類中，樓宇建造開支是屬於本地固定資本形成總額。(Gross	domestic	fixed	
capital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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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下降，因此總需求會下跌。然而，住戶的租金收入是不足以支付公屋的

日常開支，因此房屋委員會需要大量補貼公屋的營運。這筆公屋的營運開

支在扣除了租金收入後，就是政府補貼的金額；因此政府開支會上升，香

港總需求亦會上升。

	 總言而之，如果政府投入公屋補助的金額龐大，香港的總需求很可能會上

升。

(b)	 長期總供應反映經濟體系的潛在生產水平。

	 潛在生產水平取決於經濟內的基建和生產力水平。若政府提供公屋促使公

屋居民因生活環境改善而提升生產力，加建公屋將增加香港的長期總供應。

問題 7：收入不均

(a)	 堅尼系數是量度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常用指標。當其數值是零，代表社會

所有人 ( 或家庭 ) 的收入相等，可能對應一個完全公平的收入分配。若其

數值為一，代表社會的所有收入由一人 ( 或家庭 ) 賺取，可能對應一個最

不公平的收入分配。

(b)	 堅尼系數的數值越大代表收入分配越不平均。

(c)	 自 2001 年起十年間，反映香港家庭住戶收入分配的堅尼系數持上升趨

勢。按原本住戶收入作統計，堅尼系數由 2001 年的 0.525 上升至 2006

年的 0.533，再上升至 2011 年的 0.537；在 10 年間，堅尼系數共增加了

0.012。這反映住戶收入的差距在十年間有擴大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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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若以原本住戶收入去計算堅尼系數，政府徵收的各種稅項（主要包括薪俸

稅、物業稅、差餉和地租）和政府提供的社會福利（主要包括教育、房屋

和醫療服務）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將不能予以調整和考慮。根據這堅尼系

數的數值去評估收入分配，可能會誇大收入不均問題。

(e)	 由 2001 年至 2006 年，以除稅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收入計算的堅尼系數上

升了 0.005；但由 2006 年至 2011 年，該堅尼系數則維持不變。這反映收

入不均問題在 2001 年至 2006 年期間可能呈現惡化現象；但由 2006 年至

2011 年則沒有變化。

(f)	 首先，經調整後的堅尼系數數值會下跌。

	 另外，經調整後，香港由 2006 年至 2011 年的收入不均問題沒有變化；而

在調整前，2006 年至 2011 年的收入不均問題有惡化趨勢。

(g)	 醫療福利、教育福利。

(h)	 因為低收入家庭可以得到更多公帑支付福利，所以收入不均問題得以舒

緩，對堅尼系數有下調作用。

(i)	 雖然增加公屋供應能舒緩收入不均問題，這政策的經濟成本可能十分高

昂。經濟成本包括興建公屋使用土地資源和政府財政資源的機會成本，以

至用非價格方法去分配公屋的效率損失。因此，政府在增加公屋供應之前，

應該詳細考慮的相關效益及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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