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布「市民對支援租戶的意見」調查結果 

 

一. 調查簡介 

調查目的：了解普羅市民對支援私樓租戶建議的意見，並據結果向政府提出建議。 

 

訪問日期： 04-09-2019至 11-09-2019 

 

抽取調查樣本及調查方式： 電話隨機抽樣訪問 

 

訪問對象：  18歲或以上的市民 

 

有效被訪人數：  511人(已按 2018年人口年齡分佈進行加權) 

 

二. 調查結果摘要 

1. 近七成(67.5%)的受訪者支持政府重推租務管制，意向頗為明顯，就算被視為反對派

的「業主組別」，支持(46.2%)重推租務管制也比反對(44.9%)為多； 

2. 雖然有近半(47%) 受訪者支持向輪候公屋三年或以上、正租住私人樓宇居民，提供

租金津貼，但反對的亦有接四成(36.4%)，意見頗為分歧； 

3. 就有建議要求政府立法規定所有住宅租賃，業主與租客必須訂立書面租約，受訪者

的意見相當一致，支持者達 85.7%； 

4. 「過渡房屋」是政府現時其中一項支援基層租戶的措施，雖然調查反映就算過渡房

屋落戶受訪者附近，反對者亦只有 15.9%，但表明不反對的亦不及半數(45.7%)； 

5. 至於主要為減輕中產租戶負擔的「租金扣稅」建議，調查反映支持建議的比例達

74.8%，受訪者傾向頗為明確。 

 

*調查結果數據見附件一 

 

三. 調查分析 

(一） 市民支持重推租務管制 

調查反映市民普遍是支持租務管制，而較為特別的是，一般被視為反對派的「業主組別」(即

受訪者或其家人有物業出租者)，亦有較多的受訪者支持重推租管。我們相信原因有二，第一

租管在世界各地也有推行，包括香港，因此受訪者對措施有概念，明白措施的作用及影響。

第二，現時本港的房屋問題嚴峻，租金亦非常高，市民開始形成共識，認為政府應該作出干

預，而租務管制可能是一個出路。 

 



 

 

一如過去的租管措施，最終也需要透過修改《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落實，而因應「劏房」

的問題突出，故我們認為應針對「劏房」作出規管。不過，重推租管涉及較複雜的修訂，這

可能需要花一些時間，我們期望作為過渡方案，當局可以先立法規定所有住宅租賃，業主與

租客必須訂立書面租約。這對「劏房」租戶猶為重要，因為許多個案顯示，「劏房」租戶都是

透過口頭協議租單位，交了按金也無憑據，租期又不穩定，租主可以隨時迫遷，甚至連按金

也不退。故我們希望當局能透過簡易的修例程序，先引入強制書面租約。而在我們的調查中，

高達 85.7%受訪者支持法定書面租約。 

 

(二） 對租金津貼有點猶疑 

相比租務管制，租金津貼對市民可能較為陌生，故此雖然還是以支持者居多，但亦有不少反

對(36.4%)及「無意見」(16.6%)。我們估計，除了建議措施沒有往跡可尋外，市民可能會擔心

「租金津貼」會迅速被業主的加租而「抵銷」，幫不了租戶反而變相「益了」業主。 

 

我們明白社會對租金津貼有猶疑，不過我們認為綜援亦設有租金津貼，而且措施推行已久亦

未見引來業主針對性的加租。此外，我們建議的租金津貼亦非「通派」，而是向已輪候公屋三

年或以上的基層租戶發放，預計金額亦較綜援租金津貼金額為低，故相信不會出現廣泛加租

的情況。 

 

(三） 興建過渡屋存在挑戰 

過渡性房屋為已落實的措施，因此我們期望透過問卷了解市民的接受程度。調查的結果顯示，

較多的受訪市民並不反對「屋企附近興建過渡性房屋」，這點是值得鼓舞。不過，表明不反對

的還不足半數，而且有相當部份，即近四成表示「冇意見」。而「冇意見」有機會，因不同的

過渡屋及資訊而變成「反對」。所以在尋找過渡屋選址時，倡議人依然要做好諮詢及解釋的工

作，爭取市民支持。因此，我們認為政府應更主動及積極為項目倡議人遊說區議會及當區市

民，而不應讓倡議人獨力四出奔走。 

 

(四） 「租金扣稅」不應再拖 

相對於租金津貼，市民對「租金扣稅」的支持度較為明確，支持比例高達 74.8%。我們估

計由於「扣稅」不涉及額外政府開支，另一方面，中產租戶的「議價能力」較高，業主

加租較克制；加上業主亦較難辨識現租戶是否享有扣稅，較難「睇住嚟加租」，故市民較

相信租戶最終可以直接受惠。 

 

過去，政府的確曾經考慮接納民建聯倡議的「租金扣稅」建議，但最終卻因不能「厚此

薄彼」而拒絕，而當時財政司司長的意思是指，如果沒有相應的租金津貼，單單推出租

金扣稅，也只會有中高薪人士受惠，做法未必合理。不過，我們認為既然「租金扣稅」

實際可行，又有民意支持，當局就不應再推搪。 



 

 

 

四. 結論及建議 

從地區服務的經驗，我們深深感受到「劏房」戶面對「貴、細、迫」的苦況，就算是其

他非「劏房」的租客亦需要政府出手為他們紓困。我們明白，對不少基層家庭來說，「上

公屋」或「買居屋」是終極安居方案，但建屋需時，「貴、細、迫」就在眼前，遠水難救

近火，為此，我們要求政府推出以下短期措施，為私樓租戶紓困： 

 

1. 開展「劏房」租務管制的立法諮詢，務求將所有分間出租(主要是「劏房」，但亦

包括「板間房」及床位等分租的單位)的住宅單位納入管制，以保障租戶免於亂加

租及迫遷的困擾； 

2. 設立租金津貼計劃，向已輪候公屋超過三年，並通過申請公屋資格覆核，正租住

私樓的公屋一般申請者每月發放租金津貼(詳見附件二)，以減輕他們的租金負擔； 

3. 由政府委託房委會或房協，在合適的政府土地直接提供過渡性房屋；同時，成立

官方的專業顧問團隊及善用 20 億過渡性房屋基金，協助非政府組織籌辦過渡性

房屋，以多管齊下的方式在現屆政府任內提供不少於 1 萬個過渡性房屋單位； 

4. 設立「居所租金扣稅額」，讓租住私樓的納稅人，可以將租金支出用作扣稅，建

議每年扣除金額上限與「居所貸款利息扣稅」一樣，上限 100,000 元，享用期為 

20 個課稅年。 

5. 要求政府立法或其他措施，禁止業主濫收水、電費。同時，當局應與電力公司合

作，為「劏房」戶安裝獨立電錶。 

 

 

 

 

 

 



 

 

 

附件一 

調查結果數據 

 

1. 你支唔支持政府重推租務管制，包括管制租金嘅升幅，以及保障租客嘅續租權？ 

 非常支持 支持 反對 非常反對 無意見 

% (人數) 39.4% (201) 28.1% (143) 16.1% (82) 4.5% (23) 11.9% (61) 

 

2. 有建議要求政府應向輪候公屋三年或以上、正租住私人樓宇居民，提供租金津貼。 

你支唔支持呢個建議？ 

 非常支持 支持 反對 非常反對 無意見 

% (人數) 23.9% (122) 23.1% (118) 30.1% (154) 6.3% (32) 16.6% (85) 

 

3. 有建議要求政府立法規定所有住宅租賃，業主與租客必須訂立書面租約。你支唔支

持呢個建議？  

 非常支持 支持 反對 非常反對 無意見 

% (人數) 46.6% (238) 39.1% (199) 4.0% (20) 0.6% (3) 9.7% (49) 

 

4. 政府建議提供「過渡性房屋」協助基層租戶改善環境及減輕租金開支，若你屋企附

近興建「過渡性房屋」，你會唔會反對？ 

 反對 唔反對 冇意見 

% (人數) 15.9% (81) 45.7% (233) 38.4% (196) 

 

5. 有建議要求政府應該畀納稅人將租樓嘅開支用嚟扣稅，等佢哋可以減輕負擔。你支唔

支持呢個建議？ 

 非常支持 支持 反對 非常反對 無意見 

% (人數) 41.3% (211) 33.5% (171) 11.8% (60) 1.5% (8) 11.9% (61) 

 

6. 你或你嘅家人有冇出租單住畀人住？ 

 有 冇 

% (人數) 15.2% (78) 84.8% (433) 

 

就問題 2及 6的進一步分析 

 



 

 

有冇樓出租與支唔支重推 

 

 你支唔支持政府重推租務管制 

支持 反對 無意見 

你或你嘅家人有冇

出租單住畀人住？ 

有 46.2% (36) 44.9% (35) 9.0% (7) 

冇 71.3% (308) 16.2% (70) 12.5% (54) 

 



 

 

附件二 

 

租金津貼的構思 

 

先導計劃受惠對象： 

⚫ 沒有領取綜援； 

⚫ 符合申請公屋資格； 

⚫ 已輪候公屋超過三年； 

⚫ 租住私人物業的租戶，主要群組為「劏房」租戶。 

 

津貼額的預設目標： 

⚫ 在扣除津貼額後，租金不應超過家庭總入息的 25% 

 

預計津貼的全年預算： 

 

⚫ 假設1： 

劏房戶數量：9.2萬戶 

住戶收入中位數：13,500元 

住戶租金中位數：4,500元 

正在輪候公屋的比率：41.5% 

 

⚫ 每月津貼額推算：1,125元 

➢ 「租金佔收入 25%」 = 13,500元 X 0.25 = 3,375元 

➢ 「住戶租金中位數」與「租金佔收入 25%」的差距 = 租金津貼額 

➢ 即 4,500元 - 3,375元 = 1,125元 

 

⚫ 潛在合資格申請住戶數目：9.2萬 X 41.5% = 3.8萬 

 

⚫ 全年開支預算：38,000元 X 1,125元 X  12 月= 5.13億元 

 

 

 
1 按統計處《香港 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 - 主題性報告：居於分間樓宇單位人士》以及《主題性住戶統計調

查第 60 號報告書：香港分間樓宇單位的住屋狀況》的數據作推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