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SoCO) 

世界居所日前夕- 不適切居所(劏房、板房、籠屋)租務情況調查報告發布會 

新聞稿 
 

1. 調查背景 

根據外國調查機構最新發表的報告顯示，香港連續 10 年成為樓價最難負擔城市的

榜首。以家庭入息中位數計算，香港市民要不吃不喝 20.8 年方能擁用一個屬於

自己的穩定居所。「離地」的樓價亦嚴重影響到租務市場，本港私人住宅樓宇的租

金在過去 10 年間持續上漲，已上升至難以負擔的水平。住屋成為本港各個階層最關注的

議題，亦為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 

根據聯合國《世人權宣言》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人人均有權享受「其

本人及家屬所需之適當生活程度，包括適當之衣食住及不斷改善之生活環境」。當中相關

委員會更就適足住屋權提出了七大標準，詳列如下： 

標準 內容 

居所穩定性 確保居住者受法律保護，以免受到強迫驅逐、 騷擾和其他威脅； 

基本設施提供 
確保居住者享有安全食水、日常所需的能源、衛生及其他基本生

活設施 

可負擔性 
住屋開支為居住者可承擔的水平，不會對其日常基本生活構成影

響 

居所適切性 
安全居所，需有足夠空間；同時能使居住者免受「寒冷、 潮濕、

炎熱、風雨、其他健康威脅和結構危險」 

無障礙 保障社會上弱勢和邊緣群體的特殊需求； 

地點 
居所的位置需有一系列配套，例如就業機會、學校、保育中心和

其他社會基礎設施 

文化處境 
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歧視，尊重並考慮地區之文化特性、展現文化

身分和多樣的住房， 

以上述作量度標準，香港政府在保障市民住屋權上可謂完全不合格。當中基層

租戶的處境最為嚴峻，他們大多因經濟條件局限只能租住衛生環境惡劣的床

位、板房或劏房單位。這些居所狹窄、鼠患蝨患問題嚴重、有部分更需與人共用

廚廁，缺乏基本生活設施，在「居所適切性」上完全不達標。而它們的每月租

金動軋佔據基層租戶的三分之一收入，沒有「可負擔性」可言。而隨著政府於

2004 年撤銷「租住權保障」，舊區內床位、板房或劏房單位的迫遷屢見不鮮，

業主在沒有提供理由及足夠通知期下要求租戶遷出的情況時有發生，基層租戶

的「居所穩定性」沒有任何法例可保障。  

 

2. 調查目的： 

為了解居於不適切居所住戶在現時私人租務市場上遇到的困難及於過去 3 年間的租金變

化，並了解受訪住戶對政府就優化現行租務法例的意見及期望提高現時租客在租務上的保



 

 

障的期望，本會在 2020 年 9 月中下旬向本會服務的不適切居所住戶進行網上問卷調查，

並整合有關資料進行發佈。  

  

3. 調查分析 

3.1 不適切居所呎租超越豪宅，基層淪為最弱勢一群 

比對 2019 年 9 月及 2020 年 8 月
1
香港各類型的私人住宅單位，各不適切居所的呎租明顯

較高(詳見下表列)。 

 

 不適切居所- 各類單位平均租

金 (每平方呎) 

私人住宅
2
- 各類單位平均租金  

(每平方呎) 

床位 

(18 呎) 

板房/梗

房 (60

呎) 

分隔樓宇 

(135 呎) 

A 類單位 

(40 平方米

以下) 

B 類單位 

(40- 69.9 平

方米) 

C 類單位 

(70- 99.9 平

方米) 

D 類單位 

(100- 159.9

平方米) 

9/2019 91.6 49.3 37 36.5 32.5 34.1 32.6 

8/2020 105.6 50.7 37.5 37.5 33.2 33.6 35.5 

 

而其中居住面積愈細呎租則愈貴，床位的呎租為私人住宅- D 類型單位的一倍多。可見

基層變相以豪宅價錢租住需「與蝨同眠」又並缺乏基本生活設施的區所。受經濟條件不

佳的局限，基階根本無法負擔到租住完整單位的開支，他們在私人住宅市場上的選擇不

多。最後，他們只能迫於無奈租住面積狹小的床位、板房或劏房，但其每月所付的呎租

卻為各私人住宅類型之冠。他們既無選擇，亦不俱議價能力，在私人租務市場上為最弱

勢的一群。 

 

3.2 缺乏租金管制，劏房加租無王管   

劏房住戶大多從事基層工作，其工資升幅大多未能追上租金升幅。在是次研究中，有近

半受訪者(46.5%)受訪者指在過去 3 年曾被加租，而加租次數中位數為 2 次，每次加租金

額中位數則為 200 元。值得留意的是當中竟有一成(10%)住戶在 3 年內被加租 3 次或以

上，意味著當過了「死約」期後，他們每次與業主或包續約均被加租。而調查中發現，

被一次性加租最高金額為 1100 元；亦有受訪者在家年間累計加租金額高達新 1500 元，

情況令人擔憂。以劏房平均租金數千元作基準，上述加幅對基層住戶的影響確實不容低

估。而這情況亦反映在現時缺乏監管的情況下，劏房租金加幅單純根隨業主個人意願，

並無任何機制制衡，對基層租戶毫無保障。在現時公屋供應嚴重不足，劏房需求殷切的

背景下，業主大多「唔憂租」甚或「獅子開大口」，要求大幅加租。面對以上情況，基

層租戶為求有一個穩定的居所，亦只能「肉隨砧板上」。 

  

                                                
1 因差餉物業估署未提供 2020 年 9 月的租金數據，故以 2020 年 8 月的數字作參考 

2 只抽取九龍區的數據 



 

 

3.3 疫情嚴重影響基層生計 租金負擔能力響起警號 

以 2020 年 9 月計，調查發現各家座庭人數的租金佔入息比例均直線上升，遠較過往數字

為高，詳見下表： 

家庭人數 租金佔入息比例 

1 45% 

2 50% 

3 40% 

4 36% 

5 或以上 36% 

整體住戶 39% 

比對往年，過去 2 年間面對加租的住戶人數稍微回落，從同一單位今年與上年 9 月租金中

位數亦反映出今年度租金較多維持不變。但受疫情持續的影響，基層大多面臨失業或陷入

開工不足的困境 故即使租金維持在同一水平，他們的負擔能力亦大不如前。參考本會上

年同類型研究的數字，當時整體住戶租金佔工作入息比例率中位數為 29%，但今年卻上升

39%，一、二人家庭的租金佔入息比率更高達 45%及 50%，可見基層租戶在繳付租金後已

難以支持其他日常生活開支。 

此外，因是次調查只計過去一年同一單位的租金變動，故亦有其限制，未全面反映基層租

務情況。在未被計算的數顯示到一個現象，與過往不同，今年有不少的租戶表示其租金開

支較往年低，但並非遇到業主或包租減租，而是因經濟情況，不得再搬差些，遷往居住面

積較細但租金較低廉的單位。 

 

3.4 住屋質素惡劣 房屋淪為賺錢工具 

調查發現有超過一半的單位缺乏基本衛生設施(包括: 39%雖有廚廁，但廚廁在同一位置 

及 14%為共用廁所/廚廁)。同時，分別各有四成單位未有提供天然通風及室內未有提供天

然光，住屋環境惡劣。整體受訪者現時居住的單位面積中位數為 120 呎，而人均居住面

積中位數則只有 40 平方呎，逾九成(91.4%)的住戶人均面積不足公屋擠迫戶定義的 75 平

方呎。而且人均面積隨家庭人數增加而下跌(見下表)，人數愈多的大家庭居住環境更為擠

迫，五人以上家庭的人均面積中位數只有 30 平方呎，可想像成只有一張 5 呎雙人床的位

置可活動。可見以居住面積及單位設施而言，不適切居所的宜居性完全不達標。惟在現

時的劏房市場，政府對租金訂定、租金加幅、住屋質素均無規管，縱容某部分業主或包

租以經營劏房謀取暴利，房屋淪為賺錢工具，基層住屋權被嚴重剝削。 
 

 家庭人數 居住面積中位數(平方呎) 人均居住面積中位數(平方呎) 

一人家庭 30 30 

二人家庭 100 50 

三人家庭 125 41.6 

四人家庭 150 37.5 

五人以上家庭 150 30 

整體住戶 120 40 



 

 

3.5 欠缺租務保障，基層面對迫遷徬徨無助 

自 1998 年及 2004 年分別取消租金管制及管住權保障後，租客在租務上毫無保障。是次研究

發現，有三分一租住劏房的受訪者並未有簽訂任何租約；而調查中發現有不少業主在續租時

不再與原租客簽訂新租約，現象令人擔心。一旦遍到任何租務糾紛，在沒有租約條文的情況

下租客只會處於一個更不利位置。 

 

另一方面，隨著舊區重建步伐加快，因樓宇買賣或收購而迫遷的狀況恐愈趨普遍。調查中有

過半的整體受訪者認為一個月的搬遷通知期並不足夠，有 65.7%受訪者表明此限期下根本難

以覓到合適單位遷出。如政府對此再坐視不理，恐怕基層租戶在時間不足的困境下，要不斷

愈搬愈細，犧牲住屋質素; 要不迫於無奈租住難以負擔的單位，經濟陷入危機。 

 

3.6  一人住屋負擔極高  政府漠視單身需要 

調查顯示一人住戶的租金佔入息比例是繼二人住戶後第二高。而由於並無其他家庭成員可共

同負擔住屋開支，一人住戶的抗壓性亦較低。一旦遇到經濟下行，一人住戶面對失業及開工

不足便極大可能出現無法繳付租金的情況。同時，調查顯示一人住戶大多居於住屋環境最惡

劣的床位及板房單位。但這類單位反而呎租最高，冠絕全港，最高可以過百元呎租。更無奈

的是一人住戶在現時公營房屋政策同樣為最弱勢，針對非長者單身人士的「配額及計分制」

令單身人士上樓無望。而年初政府公布為輪候公屋三年以上的住戶發放的現金津貼再次排拒，

可見一人住戶在私人租務市場及政府政策上均為最弱勢，其需要徹底被漠視。 

4 政策建議 

4.1 公屋政策相關: 

i. 建議政府應以維護基層劏房居民的權益為先，在未來土地供應上提升預留作公營

房屋的用地，以彌補過去多年不足的水平。同時在有部署及配套下，儘速發展土地

作建屋用。此外，房委會應保持以「3 年平均輪候時間」的目標去制訂未來公屋興建

量，每年興建公屋 35,000 間，並訂立某限期之前將平均輪候時間切實回復至 3 年水平。  

 

4.2. 租務管制相關: 

i. 另闢“劏房租金指數”: 由政府主責綜合各不同部門、不同項目下所收集關於全港性分

間樓宇單位相關的數據，按年測定 “劏房租金指數”以有效監控基層市場的可負擔水

平，適時介入市場作出各項管制及津助。 

ii. 重設租金管制，規管分間單位租金水平及升幅: 

 租金水平：應規管釐定在一個市值相關的合理水平，若個別分間單位訂高於該租金

指數以上，則屬違法。建議可分階段進行，短期可參照差餉物業估價署對個別單位

估值租金水平，規定業主分間單位出租後每月總租金不能高於該水平的兩成。長遠

而言，可按每年測定的“劏房租金指數”更全面地釐定分間單位的租金水平。 

 加租幅度，立法規定業主在同一居所兩年內不得加租超過 10%。而長遠而言，可參

考“劏房租金指數”就升幅再作檢討。 

ii. 全面重訂租住權保障: 建議法例應規定租約期滿後，如業主欲收回單位，必須於最少六

個月前發出遷出通知。 

iii. 確立優先續租權，在死約期間，除非能提供合理原因：如業主收回物業自住、擬重建

有關物業、租客欠租等，否則不能收樓。而在租約期滿，如租客能負擔租金，業主必

須續租，讓租客可享有優先續租權 



 

 

iv. 全面監管市場所納之租約: 建議政府部門於社區內應積極介入業主及租客之間的合約關

係，保障雙方於簽納合約時的認知及透明度，並規管所有租約在簽署過後要交付到有

關部門審批及打釐印，該有關租約內容在政府部門存檔，減少之後因租約條文爭拗所

產生的問題。 

v. 規管水電費用濫收，防止業主巧立名目收取匙金: 建議應將劏房水電問題一併放入租務

管制議題上處理，政府部門及兩電要加強巡查監管以杜絕「賣水賣電」行為，包括限

制業主或中介在劏房水電上獲利(例如，要求水費電費單要張貼在單位當眼位置，而收

取水費及電費，不可以超出該月/該季帳單；如業主或中介因供電供水有其他額外支

出，也只能收取合理成本，不可從中圖利。 

vi. 增設租務行政機構，擴大土地審裁處管轄範圍，以及另設行政執法機構去監管及處理

租務事宜 

vii. 設立空置稅: 建議政府研究設立空置稅，以穩定租務市場供應。 

 

4.3 津貼相關: 

i. 加快推出向輪候公屋超過 3 年但仍租住私人單位人士發放現金津貼的項目，並將非長者

單身人士包括在受惠對象之內，以切實減輕其經濟負擔 

ii. 恆常化｢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一次性生活津貼: 在未推出租金津貼前，政府應

該將｢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一次性生活津貼恆常化以協助基層市民解燃眉之

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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