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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安居與地產霸權

導論
相關課題：今日香港(2)—社會參與 

1.背景
在自由買賣的市場中，每件貨品都是按需求定價，理想的交易應是會平衡需要與供應而定價
成交，定價可反映其負擔能力，這是市場的需求定律。但是，現今的資本社會中，貨品已脫
離人的所需及可負擔的能力。樓宇的市場買賣機制已經失衡，由於供不應求，定價超出普通
市民可負擔的能力，樓價已比十多年前的躍升多倍，樓宇商品化為投機炒賣的金融工具。

2. 香港現況：不能安居的房屋
房屋是安屋及提升生活質素的重要條件，但私人地產市場主導的房屋發展的策略，在樓價高
企的情況下繼續盲目供應土地給地產商提供單位，絕對不會令樓價穩定之餘，同時更助長更
大的地產發展利益及合理化。然而，真正能解決房屋炒賣囤積、租金及公屋等問題的措施，
包括增建公屋、囤積空置稅(有助釋放20多萬間空置房屋單位)與及租務管制 (防止租金暴漲)等
政策卻遲遲未能落實。這情況讓社會上的低下階層因經濟能力低而不能安居，負擔沉重的租
金而換不到良好的安居環境，常見的情況是租住劏房，令生活素質降低，削弱想像未來的能
力，拉闊貧富懸殊的距離。

另一方面，政府更估計未來人口增長至2039年的890萬，即需要未來開發4,500公頃土地來滿
足需求。可是，根據2012年政府唯一一次公佈空置官地的數據，全港有近1201公頃預留做「
鄉村式發展」的政府空置土地，扣除當中路面與斜坡面積，仍然有達932公頃，面積已相等於
900多個標準足球場般大。同時，有團體估算2004年至2013年間，大型住宅單位的空置率一
直徘徊在8.4%至10.5%，可見房屋在資源分配上亦存在問題，「有人無屋住，有屋無人住」
，社會沒有妥善處理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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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光房」計劃：重塑市場以外的房屋計劃
為了解決基層市民需要及針對房屋資源分配不均。要有光地產公司提出以合租形式租給有迫
切住屋困難的單親家庭，而租金乃是按個別受助家庭的負擔能力釐定。租金會低於市價，亦
不會因樓市波動而大上大落。 「光房」計劃推出嶄新的創效租務「光房」計劃，以解決香港
之貧窮問題。項目以私人資源為主導，讓物業投資者善用其物業，靈活協助貧窮家庭。透過
「光房」計劃，投資者可把物業以可負擔的租金，租給有迫切住屋困難的貧困單親家庭，先
解決燃眉之急，提供較安穩居所。更重要的是，此計劃以整體家庭支援配套為中心，不但締
造空間讓受助家庭與同住單位的鄰舍建立關係，更動員社會各界去關心及支援受助家庭，從
而創造脫貧土壤。光房租賃期為三年，三年後就要出外尋找自己的安居之所，光房只是她們
的起步點，給予計劃未來的空間，在三年期內靠自己的能力為未來作準備，為自己及下一代
的生活而負責。「光房」計劃是以私人資源解決社會問題，讓社會可以更善用其物業，令有
需要的人受助，得到基本的生活需要求。1

4. 安居與地產霸權關鍵詞

1 参「光房」計劃網頁：ht tps : / /www.l ightbe .hk/sche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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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安居與地產霸權

學習主題 認識香港房地產市場的狀況、變化與港人生活質素的關係

建議教授年級 中四至中六

學生須具備的前設知識 了解香港政府的現行房屋政策及失衡情況

學習目的 知識建構

1. 香港房地產市場的問題
2. 認識香港對房屋的需求情況
3. 認識政府關於房屋的政策
4. 地產霸權的由來和香港現況
5. 聯合國「適切居住地方」的標準

批判性思考

1. 思想我們與土地及房屋的關係（商品化）
2. 要解決房地產問題，增加土地供應、壓抑樓市是否最有效

辦法？
3. 分析不同方法下，各持份者的角色、責任與矛盾
4. 何謂安居？發展與安居的關係？

價值觀的建立

1. 由個人利益最大化到社會利益最大化的考慮
2. 以人為本的發展觀

創意思維學習

透過光房計劃的個案，學習了解及滿足不同持份者的需要去解
決社會問題。

預期學習成果 •	 地產霸權對港人所造成的問題及困局
•	 分析樓價不斷攀升的一些原因
•	 了解社會企業如何能以較靈活、創新的方式解決社會問題

議題一：安居與地產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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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教學活動 內容 所需時間 教學資源

預習 了解香港現時房屋問題 預習工作紙 
－港人置業難

課一
及課二
（40 + 
40分鐘）

失衡的房地產市場與生活質素

活動設計
【一】
《單位愈
小，呎價
越貴？》

活動簡介

認識香港的房屋情況，讓學生思考香港現時
的房屋問題

活動步驟

1. 認識香港的樓宇。
2. 派發工作紙分組。
3. 各組猜測以下各類房屋的平均呎價，再

由高至低排序。 
（例：夾屋 - 葵涌浩景臺） 
（例：公屋、居屋、夾屋、劏房、其他
私人樓宇）

4. 派發補充資料總結香港現時面對的房屋
問題。

活動解說

認識房屋市場的運作機制，居屋和夾屋可以
比私人單位更貴，劏房的平均呎租亦可較同
區豪宅平均呎租更高，有違原本市場各樓宇
的目的。

35 分鐘 1. 《認識香港樓
宇》簡報 
（頁1 - 11）

2. 工作紙（一）
－香港現時房
屋問題 

3. 補充資料 
－香港現時面
對的房屋問題

活動設計
【二】
《幾時至
安居？》

活動簡介

認識社會上不同階層的人面對的房屋問題

活動步驟

1. 簡介香港房屋問題及播放影片，認識社
會上不同階層對房屋的需求。

2. 就影片中的不同人物，討論他們各自面
對甚麼住屋問題？

3. 完成工作紙（二）。
4. 認識香港的地產問題及地產霸權。

活動解說

由社會片段引伸學生對於自己未來居所的興
趣，從而反思香港房屋問題。

35 分鐘 1. 《香港房屋問
題》簡報（頁
1 - 5）

2. 建議影片：
《2012年12
月17日-鏗鏘
集 幾時至安
居？》  
https://www.
youtube.com/
Hk1Bnk 
7c1pU 
（全段）  

3. 教學筆記 - 地
產霸權 

4. 工作紙（二） 
－日常開支

課堂總結
及預告
《誰的責
任？》

討論問題

•	 住屋是生活必需品，政府能否把房屋定為
儲備商品以保障市民？

•	 政府應否干預樓價的升跌？
•	 作為地產商，該如何在獲取利益與提供民

生需要之間取得平衡？

10 分鐘 1. 《課一、二總
結》簡報 
（頁1 - 4）

2. 課後工作紙－
政府的房屋政
策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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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三
及課四
（40 + 
40分鐘）

如何扭轉失衡的房地產市場？

課堂導入 隨機抽問學生有關課後工作紙的想法 10 分鐘 課後工作紙
－課後工作紙政府
的房屋政策改革措
施（已完成）

活動設計
【一】
《租務管
制可行
嗎？》

活動簡介

同學透過角色扮演，認識不同持份者的需要
及互相的矛盾

活動步驟

1. 分組進行角色扮演。
2. 嘗試站在業主和租客﹝單親媽媽、收入不

穩定人士如地盤工人 、少數族裔人士、
殘疾人士﹞的立場表達對租務管制的看
法。

3. 學生自由討論對租務管制的看法。

活動解說

學習如何解決不同持份者的需要。

30 分鐘 《課三導入加租務
管制》簡報
（頁1 - 8）

活動設計
【二】
《「陝縫
下的創
意」》

活動簡介

透過光房計劃的個案，學習了解及滿足不同
持份者的需要去解決社會問題

活動步驟

1. 因應活動（一） 所見的管制問題，提出
相應的解決辦法。

2. 解釋光房計劃如何同時兼顧各方面的需
要。

活動解說

在兩難的利角下，光房計劃能同時滿足不同
持份者的需要。

30 分鐘 《個案分析 - 光
房》簡報
（頁1 - 4）

總結 讓學生設想一個社會問題（矛盾） ，如何以
一個方法同時處理不同的矛盾。

10 分鐘 總結工作紙
－狂想類推法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預習工作紙
港人置業難

按香港中文大學於2014年中公佈的「中大香港生活質素指數」顯示，港人物業負擔能力比率
創12年來新低。若要圓置業夢，港人即使「唔食唔住」（不吃不住）都需花14.19年時間儲
錢，才能購入九龍區一個約400平方呎以下單位，較2002年時只需4.68年就可置業的情況天
淵之別。調查指出香港人負擔物業能力比率的指數為負4.91，反映港人負擔物業的能力近年
持續下降。若扣除生活開支，港人要約28.38年才能買樓。

（一）請寫出兩個你認為導致以上房屋問題出現的原因：

1.

2.

（二）面對以上問題，請問你會選擇置業嗎？
如是，你預期自己多少歲可以成功置業？
如否，你會選擇與家人同住、租樓，還是其他生活方式？

議題：安居與地產霸權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工作紙（一）
香港現時房屋問題

資料一

居屋6千元呎 貴過私樓
市場消化政府打擊炒樓措施後，高價成交再現，連吸引力較遜的居屋也不例外。旺角居屋
富榮花園錄得一宗新高成交，一個高層單位連補地價以425萬轉手，折合呎價高達6,123
元，甚至高於同區私樓港灣豪庭的呎價。
世紀21中華物業富榮花園分行經理王靜強表示，政府推出的措施針對炒賣活動，對用家影
響相對較少，市場消化有關消息後，奧運站一帶樓價繼續穩步上揚，連帶鄰近的居屋富榮
花園亦受惠。一個位於第15座高層的694呎3房單位，最近在自由市場以425萬轉手，折合
呎價6,123元，成交價較綠表市場高出近150萬元。
該屋苑上月中亦曾錄得一宗呎價逾6,000元的成交，但該單位享有海景，以441萬元沽出，
呎價6,354元，而是次成交的單位未有海景，呎價仍逾6,000元，為同類型單位新高，甚至
比同區私樓港灣豪庭、近期平均成交呎價5,960元為高。
另外，世紀21怡和地產表示，香港仔居屋屋苑逸港居，最近錄得一宗全海景單位成交，單
位位處高層，以綠表價(未補地價)275萬元轉手，呎價3,819元。原業主於2000年以135萬
元一手購入該單位，是次轉手帳面獲利140萬元，單位在10年間大幅升值1.04倍。

《都市日報》

資料二

基層調查：劏房北移 租金呎價「媲美」豪宅
本港劏房問題嚴重，有基層組織進行調查，發現劏房分布有向新界北擴散的趨勢，不但居
住環境差，而且租金呎價驚人！
「北區基層權益聯盟」10月至12月初期間，檢視上水石湖墟的劏房數量，結果單靠目測已
發現639個。聯盟又透過抽樣方法，以家訪向100戶石湖墟劏房住戶進行問卷調查，發現逾
九成受訪者的人均單位面積是少於100平方呎，遠低於房委會公共租住房屋租戶的公屋人均
單位面積，屬「擠迫戶」。
居住擠迫，但租金卻非常昂貴，超過五成的受訪家庭的平均呎租是30元以上，租金平均呎
價「媲美」豪宅。聯盟促請政府正視問題，首要是增加公屋供應。

《香港經濟日報》

議題：安居與地產霸權



1. 香港現時有哪類房屋？試舉例。

2. 請同學分組討論，猜測以上各類房屋的平均呎價，再由高呎價至低排序。

議題：安居與地產霸權



補充資料
香港現時面對的房屋問題

請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一     

居屋6千元呎 貴過私樓
2015/12/24

市場消化政府打擊炒樓措施後，高價成交再現，連吸引力較遜的居屋也不例外。旺角居
屋富榮花園(圖)錄得一宗新高成交，一個高層單位連補地價以425萬轉手，折合呎價高達
6,123元，甚至高於同區私樓港灣豪庭的呎價。

世紀21中華物業富榮花園分行經理王靜強表示，政府推出的措施針對炒賣活動，對用家影
響相對較少，市場消化有關消息後，奧運站一帶樓價繼續穩步上揚，連帶鄰近的居屋富榮
花園亦受惠。一個位於第15座高層的694呎3房單位，最近在自由市場以425萬轉手，折合
呎價6,123元，成交價較綠表市場高出近150萬元。

該屋苑上月中亦曾錄得一宗呎價逾6,000元的成交，但該單位享有海景，以441萬元沽出，
呎價6,354元，而是次成交的單位未有海景，呎價仍逾6,000元，為同類型單位新高，甚至
比同區私樓港灣豪庭、近期平均成交呎價5,960元為高。

另外，世紀21怡和地產表示，香港仔居屋屋苑逸港居，最近錄得一宗全海景單位成交，單
位位處高層，以綠表價(未補地價)275萬元轉手，呎價3,819元。原業主於2000年以135萬
元一手購入該單位，是次轉手帳面獲利140萬元，單位在10年間大幅升值1.04倍。 

資料來源：都市日報《居屋6千元呎 貴過私樓》
http://www.metrohk.com.hk/index.php?cmd=detail&id=151421

 

資料二

基層調查：劏房北移 租金呎價「媲美」豪宅
2014/12/18

本港劏房問題嚴重，有基層組織進行調查，發現劏房分布有向新界北擴散的趨勢，不但居
住環境差，而且租金呎價驚人！

「北區基層權益聯盟」10月至12月初期間，檢視上水石湖墟的劏房數量，結果單靠目測已
發現639個。聯盟又透過抽樣方法，以家訪向100戶石湖墟劏房住戶進行問卷調查，發現逾
九成受訪者的人均單位面積是少於100平方呎，遠低於房委會公共租住房屋租戶的公屋人均
單位面積，屬「擠迫戶」。

居住擠迫，但租金卻非常昂貴，超過五成的受訪家庭的平均呎租是30元以上，租金平均呎
價「媲美」豪宅。聯盟促請政府正視問題，首要是增加公屋供應。

資料來源：經濟日報TOPICK《基層調查：劏房北移 租金呎價「媲美」豪宅》
http://topick.hket.com/article/501097

  
 

議題：安居與地產霸權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工作紙（二）
日常開支

陳小明的背景資料：
陳小明，今年剛大學畢業，與家人居住在元朗。陳小明於銅鑼灣找到一份工作，每天由元朗
往返公司約需三小時，車費超過40元。為節省時間和車資，小明計畫搬到香港島居住，希望
找到距離公司不遠的一人單位。小明每月的工資為$10,000，其中包括他的衣食住行使費。現
請同學在網絡上尋找合適的單位給小明，並列出單位細節。
單位地址：

月租：

單位設備 (如廚房、廁所、衛浴等)：

大樓環境 (如樓齡、是否有電梯等)：

單位附近有無社區設施，請列明：

試協助陳小明計算如何分配日常生活各類開支 

日常生活開支項目 金額

租金

水、電、煤氣、電話費、上網費

交通費

家用

日用品

衣飾

食物開支

消閒娛樂、社交費用

其他：

其他：

議題：安居與地產霸權



1. 陳小明在支付以上開支後還有多少錢剩下來？

2. 如果你是小明的話會否選擇搬到市區居住？為甚麼？

議題：安居與地產霸權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課後工作紙
政府的房屋政策改革措施

對於本港的房屋及土地問題，政府早前推出不少措施抑壓樓價，譬如港人港地、印花稅，但
暫未見明顯成效，樓價依然高企。於2014年12 月，政府發表了「長遠房屋策略」，作為解決
香港房屋問題的長遠策略性文件。請同學寫出三個文件中提及的原則或策略，表示政府的未
來發展方向：
1.

2.

3.

現請同學在此議題上以個人、個別群體、政府及社會整體作考慮：

持分者 個人 個別群體 政府 社會整體

準買家、業主、
租戶等

地產商、銀行、
室內設計公司等

發展局、環保署 
、運輸及房屋
局等

草根階層、夾心
階層、年輕人等

立場

理據

背後價值觀

議題：安居與地產霸權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總結工作紙
狂想類推法

想一想：

在現今社會，市場定價是「常識」，但「要有光」的地方的起始點正是以「狂想類推」的
方式設問「能否有市場以外的定價」而創設出「光房計劃」。試仿照「光房計劃」的例
子，運用狂想類推，寫出一個方法以解決「地產霸權」的問題。

小貼士：狂想類推是思考任何事情的解決途徑，不受限於真實或邏輯。

議題：安居與地產霸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