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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1年香港成立半公半私的市區重建局以取代前殖民政府所設土地發展公
司，展開市區再發展新頁，預示了城市空間全面新自由主義化發展。市區重建局所推

動的各項目帶動了城市舊區再發展的空間想像和投機熱潮，私人發展商也不多讓，紛

紛加入競爭市區價昂珍稀的空間資源，共同論述以發展為首、鼓勵流動遷移的城市變

化動態，並以其強調市場自由、地產經濟的強勢觀點回應公民社會的高聲批判。十年

過去，歷經市區重建局推出「市區重建策略檢討」(2008-2010)、「樓換樓」、「需求
主導」等新方案，公私部門之間的競合也更形微妙，參與其中的作用者和實踐策略漸

趨複雜，本文以為，近年來香港社會流行以「地產霸權」(land and the ruling class)一詞
取代「官商勾結」，雖鏗鏘有力地點出土地和階級乃此城市再發展戰役的兩個重點，

卻無法充分解釋都市更新過程中的作用者參與地產經濟以及空間實踐，如何在更新歷

程中扮演不可忽視的角色。此外，伴隨著一波波重建，市民對於「地租」的理解也有

多樣的想像衍生，本文試圖議論，對於此地租想像的分析乃理解城市再發展的重要關

鍵，尤其需要透過空間性、民族誌取向的分析，以尋得研究新取徑，才能勾勒出都市

更新之背後，地租、居住、公民權利之間的複雜圖像。 

關鍵字：都市更新(urban renewal)，居住(housing), 租務關係（rental relations）、公民權
（citizenship）

1. King’s Cube VS Queen’s Cube

2011年夏天，一支名為King’s Cube的短片1在youtube上引起了廣大迴響，超過十八
萬瀏覽人次，〔南華早報〕也針對此影片造成的人氣做了特別報導2。這支六分鐘的短

片以香港深水埗的舊唐樓「板間房」3為主題，模擬戲仿香港地產代理誇大美化租房的

表達方式，推銷其名為「王之房/King’s Cube」的產品，盡用影像、裝修技巧和行銷話
術，把板間房及其狹小而壓迫異常的空間美化為單身白領自在起居的極簡美學之作。

一個面積為16.4呎的單人雅房，開門後僅容一張單人床，一個小窗（影片中所謂
「全天候四季大窗」），一眼望盡僅有的生活空間，如果租客想進行睡眠以外的活

動，也非得在床上進行，沒有空間可擺放任何其他家具。影片手法誇張詼諧，正如其

利用全白極簡的室內擺設粉飾了該住房的低限空間供給和設施匱乏。

這影片雖純屬虛擬4之學生作品，但現實生活中的深水埗，確實存在許多面積不滿

百呎的「板間房」或不滿五十呎的「劏房」，乃近十萬基層租客唯一負擔得起之住

房。引人爭議的是，此類住房租金多為一千元至兩千港元不等，低於市區他處動輒超

過四、五千港元的住房，但若以平均呎價計算（單位每月租金/該單位總面積），深水
埗的所謂「平價板房/套房」已高過其他區域。換句話說，在平均收入最低、基層市民
集中聚居的深水埗5，租金上升的狀況更甚於其他區域，只不過隱身於總價平緩上升、

面積和品質劇烈減縮的變化中，不是那麼顯而易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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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命名則大有玄機。「王之房/King’s Cube」乃戲仿香港市區重建局和南豐建設
於灣仔舊區協力推出的「后之閣/ Queen’s Cube」6。 Queen's Cube乃市區重建局收回灣
仔舊區五棟唐樓之後，售予南豐建設再發展的「皇后大道東項目」。2010年中重建完
成後為皇后大道東的新地標，位於著名文化保育項目「藍屋」附近，共96個單位，同
年10月首度開售，首推401至582方呎單位，平均呎價高達15,730港元7。然市場反應不

佳，估計2011五月為止只售出9個單位。向來反對市區重建導致豪宅化的民間團體多引
用 Queen’s Cube 為重建項目之惡例，批評其售價遠高於原收購價格，重建局從中謀取
暴利，而小市民根本難以負擔; 又批評該項目單位實用面積不到三百呎，難以適用一般
香港中產家庭需求，顯然以外來單身白領人士或投資客為標的客群，完全違背市區重

建目的。也因此，這支影片刻意命名為King’s Cube來呼應灣仔的Queen’s Cube，影射
空間窄小卻價格高昂的住房生產怪相。

深水埗的King’s Cube對照灣仔的Queen’s Cube，映照出的都市地景變化不僅是住宅
單位的個別現象，也具體而微的呈現了兩個由市區重建局大力改造的街區，正經歷實

質空間、居住型態、住民構成的快速變化。 我們必須進一步探問，是哪些作用者、透
過什麼樣的生產過程，讓此般誇張的住房漸漸地成為舊區中的常態、無論再發展前

後？是哪些人、在什麼樣的社會經濟狀況下，需要在這種住房中暫時獲得安身立命的

卑微空間？以城市空間結構變化來看，這些新型租屋所在的舊區，面臨什麼樣的空間

變化？以下試圖透過簡要文獻回顧，處理本文的理論基礎和研究取徑。

1.1 全球化城市中的空間縉紳化

一般都市規劃實證研究著重檢討都市更新進行的方法、成效、公私互動的模式，只

注意「都市更新」本身作為土地再發展的操作技術和成效，而非視之為經濟過程、社

會過程。以都市「缙紳化」為概念著手的地理學研究較能由地租差異（rent gap）引發
再發展動機、吸引資本回到都市中心的過程來探究都市地景的變化，包括城市居民和

產業空間的遷移汰換等。其中，以政治經濟學來關注「生產」和關注「消費」兩派學

者各自偏重不同面相，前者以尼爾。史密斯的「地租理論」為代表(Smith, 1979, 
1996)，後者則有大衛。雷(Ley, 1996) 以溫哥華城中心的缙紳化過程分析為代表作，關
注作用者如何參與都市再發展過程，嘗試扣連勞動生產再分化以及都市空間變化，辨

識主要作用者的文化特質，乃至於議論新都市階級的逐漸形成（new urban class）。作
用者，在後者來看乃指稱移入城市高級化區域的新住民，或者，他們的遷移即促進高

級化現象的發生。蘿絲(Rose, 1984, pp. 51-52)認為，偏重空間縉紳化發生前的生產條件
而忽略作用者的貢獻，不僅是分析上的遺漏，更是認識論上的錯誤。

這篇文章並不企圖解決兩派的爭論，認同以缙紳化研究的過程動態為分析重心，而

不拘泥於生產或消費的二元對立 (Lees, Slater, & Wyly, 2008)。我們更應該關心形塑缙
深化過程的時間、空間脈絡，以及過程本身如何影響創造了新的時空脈絡，同時，注

意這些互動如何帶動了複雜的經濟、文化過程，反之亦如是。羅莉塔。李提示了當代

研究值得注意的幾個新主題，其中，李所謂的「超級缙紳化」（super-gentrification）
和本文特別有關，即全球化城市中，空間缙紳化往往連動著金融產業操作發展，以及

第三世界移民遷入的社會過程。本文認為近年來在香港為主流社會肯認的「地產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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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議題(Poon, 2005) 即為特別值得關心的案例，房屋市場完全由地產投資霸權壟
斷，成為游資競逐投資標的殘酷樂園，而香港政府及社會卻相信，此乃維繫香港作為

全球金融中心的必要之惡。

本文以為，以「地產霸權」一詞取代「官商勾結」，雖鏗鏘有力地點出土地和階級

乃此城市再發展戰役的兩個重點，卻無法充分解釋都市更新過程中的作用者參與地產

經濟以及空間實踐，如何在更新歷程中扮演不可忽視的角色。承接以上對於縉紳化研

究取徑的反思，本文將特別關心空間缙紳化的複雜過程，嘗試辨認不同作用者之間的

空間／社會關係，尤其以「租務關係（rental relations）」為分析重點，試圖以其為線
索描繪無產「租客」的居住和空間參與，以及「地產代理」作為少有人分析的作用

者，如何扮演重要角色，仲介導引著投資者、房屋所有權人、租客之間的複雜關係。 

1.2 跨國、跨境流動＆常民每日生活 (the transnational effect on everyday life)

本文還要進一步指出，在香港討論城市再發展、空間縉紳化，必須以跨國研究觀點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才能深化理解空間實踐的模式和其中「市民」對於
「租」的解也有多樣的想像衍生。香港九七回歸前後的經濟再結構與政治變化在不同

的層次上影響著城市再發展，包跨城市規劃、地產市場、住屋需求，以及新市民的組

成。常住香港的人口多達七百餘萬，市民／非市民的定義分野深刻地作用在城市居民

的每日生活，以及主流社會對於邊緣社群的不斷再定義和社會排除。本文則特別關心

其中涉及租客的多樣組成，以及他們在政治、經濟、社會上的不同需求。為了避免單

一化理解租客作為重要作用者，本文以為，中港邊境以及跨境的空間實踐是不容忽視

的。簡單說，本文認為「中港邊境」的界定並非單一的地理界線，乃多個持續變動的

過程，理解這個變動過程，我們才能進一步理解香港舊區中發生的「城市再發展」，

實在和特區政府以及市區重建局所勾勒的願景大不相同。

再者，本文企圖談出跨國研究視野下的公民權實踐和城市再發展的關係。如薩森

（Sa(Sassen, 2005)）指出，當列伏福爾 (Lefebvre, Kofman, & Lebas, 1996)指出「城市的
權利」(right to the city)時，他所看重的作用者與改變空間的創造力乃來自現代化城市
中的工人階級，哈維 (Harvey, 2008) 進一步解釋這權利應該有關「都市空間轉變之民主
參與」，但對於階級問題亦沒有多做新詮釋。然而，薩森認為當代全球城市中，跨國

公司和移民則是更值得關心的兩種作用者，她建議考察這兩種作用者的公民權實踐

( Also see Ong in  Flexible Citizenship (Ong, 1999)，特別是制度安排如何影響其公民權
實踐，即制度的鑲嵌乃討論公民權不可或缺的部份(the embeddedness of the institution of 
citizenship)。薩森的看法在本文處理香港案例時特別值得參考，如她指出，公民權實
踐之分析必然要處理公民／公民權的再現，以及再現過程相伴的政治工程 。依循此概
念，本文則試圖處理公民權實踐過程和城市再發展如何交互作用，如何具體影響城市

新住民的每日生活。既有研究多處理「居港權」或「中港婚姻」(Newendorp, 2008; 
Smart, 2003)，但未能扣連公民權和都市空間變化的關連。

這些問題是交錯複雜的網絡，跨越微觀和宏觀的都市空間流動，連綴互動出新的社

會／空間關係，唯有勾勒出這網絡，才能捕捉城市再發展中包括人口組成、經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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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空間結構的多向度變化，於是我們可看清，當下市區重建藍圖其實無能/無心掌握
香港都會的發展方向，更多跨境的力量和地租想像已穿透香港既有的地產經濟，消弭

了香港社會歷來所信仰的那把置業/社會流動階梯和「獅子山精神」（許煜，2009）。
同時，市民對於「地租」的理解以及他們進入租務關係的歷程衍生了多樣想像，本文

試圖議論，對於此地租想像和新租務關係的分析乃理解十年來香港都市更新難以抵抗

的重要關鍵，尤其需要透過空間性、民族誌取向的分析，以尋得研究新取徑，才能勾

勒出都市更新之背後，地租、居住、公民權利之間的複雜圖像。

接下來的章節中，我以「變動中的租務地景」為畫布，試圖透過分三個面向來呈

現。第二節中探討城市「邊緣住民」的形成，以論述分析的方式考察香港戰後租務相

關的法例、政策變化，如何打造「租客」為被動、倚賴福利、阻礙城市更新再發展的

問題市民，以及「租務」如何由業主和租客之間的居住供給互動關係，漸漸發展為全

面向業權傾斜，偏重發展和市場流動的租務專業。第三節中，我將藉由三種重建模式

來分析租務關係和市區重建的複雜關係變動，並且描繪租務代理之形成和發展。第四

節將由兩層「等待」，包括社會流動的期待和公民權的等待，總結分析。

2.邊緣住民：都市更新霸權陰影下漸漸邊緣化的租客

2004年大幅修訂《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之後，在香港予以租客權利保障可謂
徹底走入歷史。租金管制全面取消，業主只需提前一個月通知租客即可取消租約。同

時，租務市場的熱度持續增溫，許多關注市區重建的民間團體指出，受到重建影響而

需要搬遷的租客，往往找不到負擔得起的租房。這一節我將回顧香港業主租客條例的

歷年修改和相關論述，耙梳「租管」與「市區重建」兩議題如何為政府當局與社會認

知，以及其中幾項關鍵修改如租金控管取消、租住權調整、租約形式調整所牽動的租

客主體打造。

2.1 論述一：租管不利市區重建和再發展 

租客在香港的邊緣化，可由「租金管制」及「租住權管制」的漸次取消來談，這兩

項管制都由《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8來確認。香港早在一九二一年開始管制租金

（1921-1926.6）9，主要為了應付人口急速增加、房屋供求不平衡。 當初認定租管只
是暫時性的政策。當時規定新建住宅不受條例限制，因當局希望租管條例可直接協助

底層住客，同時間接鼓勵新的住宅建設，所以富裕的入境者如在港置業，必須自行興

建新樓。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又公布新條例訂定標準租金，並為住客提供無限期租住權

保障。不過，殖民政府一開始即強調不贊同管制租金和提供租住權的長期保障，租管

措施應該是暫時性、間歇性、反應式的政策措施，總體來說，租管之設立乃為了促進

合理價格租房的供應，關注低收入租客的權益，但市場回復正常運作時即需取消。

六零年代起，相關論述逐漸改變，業主、發展商為主的利益團體以及信奉自由市場

的經濟學家都認為租管會抑制業主的合理得利和發展商投資舊城區的興趣，不利於市

區重建，反而會影響租房供給的增加，進而影響租客權益。是否應取消租金管制的爭

議一直相當激烈。當時政府雖逐漸認同「租金管制會造成市區重建停滯不前」的經濟

學分析，卻遲遲未能決定何時該完全取消租管。在1962年輔政司於立法局提請修正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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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草案時，即表示需「有限度的保障」（道義責任）而不致於過度影響私營企業發展

市區的動機（經濟需要），強調要考量收入居中，買不起私營房屋又不能符合資格入

住公屋的群眾，認為短期政策調整不易解決某一類型房屋總是供不應求的問題，特別

是中間階層的房屋10。長遠解決之道只能以建造足夠數量的住房來解決。同時強調該

草案提出的是「管制租金增加辦法」而非「管制租金辦法」，針對定期續租的住宅租

約，以及期限在三年以下的租約　（目標管制期1962-1967.6.30）提出1963年〔加租
（住宅樓宇）管制條例〕（適用所有戰後住宅樓宇，允許每兩年加租10%）。值得注
意的是該修正案准許業主收回樓宇重建，但不能只作修葺或刷新（第53(2)(c)條），並
且允許戰前樓宇大幅加租。

七零年代乃至於八零年代，呼籲修正加租的聲音持續不斷。租管條例歷經數次修訂

（1973/1975/1976/1977/1978），持續上調允許加租幅度11，例如1975年七月修正，允
許住宅用租房加幅為當時公布標準租金的50%，商用加幅是100%。1977和1978年又再
度允許加租，當時政策目標在於容許租金增加至市場水平，尤其住宅租金增幅希望能

超過通貨膨脹率 。

同時，戰前唐樓大幅減少，一般均認為和租管的間接鼓勵有關12。根據當時統計，

七零年代至八零年代，二次大戰前興建唐樓減少約60%，由9876間減少為3960間。這
一類型的重建是否改善了租房供應？根據八零年代初的檢討，不少業主在租管限制

下，為擺脫管制，即使沒有需求也設法重建。然而，新建樓宇不一定會增加住房供

給，因不少業主拆去舊式唐樓以後改建洋房或商業用途的樓宇，甚至會減少租房單

位。當時曾有學者提出建議，應針對這問題在法例中提供指引，建議租務法庭裁定申

請時應確保因重建而收回的物業需能於重建後提供更多單位方以允許，然此建議並沒

有落實（ 業主與住客（綜合）條例檢討委員會報告書， 1980，頁133-134）。

香港政府於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宣布修訂租管條例，擴大住宅樓宇的租務管制範圍

（估計影響四萬三千個單位），又引起反對呼聲，其中地產業者和右派經濟學者的看

法特別值得注意。代表此力量的信報財經月刊在期間發表許多反對文章，甚至租管修

訂確認延續後，仍出版〔租管禍患專輯〕（信報，1980），強調罔顧經濟理性分析、
一味延續施政傳統，只會破壞市場機能，導致長期痛苦。在此特輯中亦收入香港地產

建設商會發表的反對意見，該商會指出租管會影響整體社會和經濟發展，讓地產業失

去投資信心，幾近「將投資者名下物業以實際貶值方式予以充公之成分」（信報，

1980，頁29）。又強調「任何管制法例，本身並不能帶來額外房屋供應，適得起反，
管制措施往往只會抑制私人置業而無助於樓宇供應之增加。」且指出「市場之主要支

柱為各類形式的小業主」（信報，1980，頁29）而小業主是最計較置業投資回報率的
13，如果他們停止投資，將引起地產衰退而帶動的全面經濟衰退。地產商很巧妙地不

談產業利益，但強調必須維護一個由小業主支撐起的市場，潛台詞則是租客只是寄生

於此市場、沒有實際投資行動、對於香港經濟環境沒有實質貢獻的族群。

來自經濟學界不少分析由「價格管制反而造成供給減少」的概念來呼應地產業的聲

音。八零年代以後任教於港大經濟系的學者張五常14所發表的研究觀點對於香港議論

租管有相當大的影響。他認為，租管條例將無可避免的引發「重建」和「迫遷」這雙

5



生議題 (Steven N. S. Cheung, 1974)。張氏引用了二零年代實施租管以後的大量拆建
潮，以及戰後再度施行租管的資料，他認為租管讓業主和租客之間的權利關係更模糊

混亂。他認為租管雖試圖要把業主的部份權利引渡給租客，卻無法確認移轉的究竟是

什麼權利。更具體地說，香港的租管條例為業主保留了產業重建（發展）權，而租客

則擁有「使用權」（the right to possession），然而，當物業需重建而引致租客的被迫
搬遷時，兩種權利之間便有了灰色地帶。基於以上兩種權利，究竟誰能擁有重建後出

租收益的完整權利？ (Steven N. S. Cheung, 1975)。租管造成地租差異（ rent gap），於
是造成「非獨有性收入」（ “Non-Exclusive Income” ，或稱「無主收入（non-claimant 
income）」，在租管條例的實施下，製造了更多的灰色空間，有關各方會不惜以各種
非正式或不合理的操作來競逐這筆非獨有性收入。

張隨後發表《價格管制理論》（1974），他認為租管實施下，既沒有清楚權利界
定，租值的差額在競爭下會造成「租值消散」，通過市價之外的其他決定競爭勝負的

準則出現，例如排隊輪購或非正式的手段。從實證經驗來看，張氏認為指出，香港租

務已出現了大量的檯面下交易，租客為了避免重建導致迫遷，寧願付出「鞋金」或

「匙金」類似，以誘使業主放棄重建的金額。又指出，原本租務條例沒有注意到業主

可能對住宅進行「不足的維修」或「過度的維修」，故意給住客造成不便，變相迫

遷。張氏認為，每當「鞋金」過高，或者租務管制期限不明確的時候，即可能提高導

致不必要的過早重建，以及非正式交易的衍生。張氏由交易成本著手，其分析著重

「價格管制」和「租值消散」如何形成「制度費用」。他認為所有受到租管影響的人

都想要去减低那無可避免的租值消散，而除非透過清楚的規範來限定租住權，避免黑

市交易或房客受到不當驅逐。否則香港的天台木屋僭建，大房東、二房東、三房東等

分租現象，收取鞋金或建築費的盛行等等，在張的分析中，都是在局限下減低租值消

散的行為，而這些都是需要成本的。在張氏討論中並非由租客居住需求角度來考量租

管條例，他的論點是，租管造成的種種減低「租值消散」的行為，反而有違價管政策

的良善初衷。張的研究前提（或目的）乃維護市場價格效率是必須的，無論如何，卻

為地產商維護產業利益的論點提供了經濟學上的解釋。

張的租值消散理論並未及時影響一九八零年當局的決策，卻再三地為其後的租管爭

議引用。值得思考的是，其論點反對價格管制，擁護市場價格機制的自由，預設了價

格機制是成本最低的一種分配機制，例如制度經濟學者科斯（Roanald H. Coase)指出，
價格機制本身亦有交易成本，如果非價格機制解决資源分配問題更有效率，政府干預

價格之行為就有了合理性。經濟學上的分析辯證超出本研究寫作範圍，在此我只想指

出，由戰後乃至於八零年代期間超過三十年對於租管的辯論，可看出支持租管者維護

租客，而反對「租管」者，早期以租管有礙市區重建，乃至於後期認為租管有礙置業

投資、進而有害於整體經濟來議論。前後重點看似不同，其實兜起來更能說清楚一件

事：即香港經濟結構變化的過程中，市區重建所帶動的城市土地再發展，已經在政策

語境中成為經濟課題，更甚於居住課題。該意識轉變為下一個三十年的租管變化埋下

了重要的意識型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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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張氏預設租管造成非正式租賃行為的發生如天台屋或分租，事實上租管條例

於二零零四年大幅修正至今已七年，分租、板間房行為非但沒有消失，反而越來越激

烈。價格管制撤銷後，供給並沒有回到一個更有效率的狀態。現實中越演越烈的不恰

當租房問題顯示，張侍當年提出的「價格消散」理論，並不足以解釋租房空間和租務

關係的複雜現象。本文以為，經濟學分析不能看見「居住」作為一種人類基本生存空

間需求，乃再生產的重要基礎，也無法看見「租」作為一種空間實踐如何緊繫著其他

社會關係，於是無法只簡化為經濟交易。第三節中將有進一步的討論。

2.2 論述二：「所有權」之保障比租客的「租住權」更重要

整體來說，當時社會人士認為租管仍有其有需要，但政府應求長遠的解決方法來確

保最後管制的取消，而當局、民間和學界一般都相信，終有一個健康的自由市場可以

達致，政府當時為檢討條例而出版的租管調查報告指出：「這種管制實施以後，一些

住戶得以保留他們本來再租不起的樓宇，而其他租住權不受保障的家庭，他們的居住

問題便更趨惡化。」 15

前面已點出，相對於苦租客，「小業主」的主體塑造也越來越清晰。所謂「小業主

－擁有一間或兩間物業的人」持續反彈，他們認為1980年的修定促使他們的物業貶
值 ，沒有人願意購買租金受管制的物業，還表示寧可將物業出售也不肯出租，估計租
屋市場會因此而萎縮。此外，有貸款壓力的業主認為加租限額跟不上通貨膨脹，使小

業主遭遇困難更將影響銀行及財務公司。很多人關注受管制租金在物業投資上的所得

收益日漸低微。

有關租金管制撤銷的討論持續至九零年代初。1993年立法局通過修訂《業主與租客 
(綜合) 條例》，准許在1996年12月底前把受管制租金逐步提高至市值租金水平。然
而，立法局在1996年12月通過決議，把租金管制的屆滿日期押後至1998年12月31日，
令分段解除租金管制的計劃再次延後，也就是說，延至九七之後才撤銷。

為評估解除租管制影響，差餉物業估價署曾於1998年年中對《業主與租客(綜合)條
例》第I及第II部的受管制處所進行調查，調查結果指出解除租金管制所造成的影響極
為輕微，並強調因私人出租處所的整體供應有增加，而租金水平又持續向下調整，政

府當局總括認為租金管制應可如提案於九八年年底撤銷。相較於八零年代，此時已沒

有太多經濟學上的細緻分析。

總之，決議撤銷的當局表示16，最初實施租金管制，是為了保障租客，使他們不會

因私人出租單位嚴重短缺而須繳付增幅過高的租金。然而，由於租金管制對物業市場

構成影響，而不顧業主的利益，故意把租金壓抑在一個偏低水平，更會令業主不願維

修其物業，故此，政府當局認為在情況許可時應解除租金管制。該說法，無疑是在強

調「租管造成重建停滯、房屋老舊失修」的看法。

從六零年代乃至於二十世紀末的回顧，可見得「租客權益之保障」漸漸淡出，而

「業主權益」以及「物業市場的自由度」成為重要的指標。六七零年代的論者引用

「 租管反而加速重建」來反對租管時，主要論述仍挾基層租客需求來合理化撤銷租管
之必要；漸漸地，論述轉為「租管有礙重建，而重建能夠提昇房屋供給，有助於長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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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市場供需的平衡發展」時， 已經不再細緻區分房屋供給是否能夠合於基層住客的
需求，也就是說，基層住客是否能負擔新的租房價格或重建是否能真正促進基層住客

的處境，已經不再是討論的重心。小業主「所有權」的保障－特別是所有權所保障的

投資置業的自由和權利，主導了主流討論，進而論述全面傾向於「政府不應該干預房

屋市場自由」，也正符合了大環境新自由主義化的趨勢。

2.3 「租住權」保障的取消

一九九八年租金管制取消後，有關租管的鋒頭則全面移向了「租住權」的保障。租

住權乃透過法例規範業主收回物業的權限，法律學者認為法定租住權並不是真正的租

住權，而是一種住客免遭迫遷的地位，由法例強行要業主接受。亦有學者認為租住權

應詮釋為租客的續租權。此權益的詮釋在香港法例中並沒有清晰的界定，亦被視為爭

議來源。簡單說，在租住權管制下，除非業主能夠提出某些特殊理由，例如收回物業

自住或重建物業，否則，只要租客願意繳交市值租金，業主便不能拒絕約滿後續租。

此管制主要考量租客的議價能力不大，業主在續租時，往往要求大幅度加租。為了保

障租客的權益，便實施租住權管制。長久以來，業主認為租住權管制侵犯了業權，甚

至認為此舉乃變相補貼租客，促成「租霸」。九零年代後，「苦業主遇上惡租客」的

論述更常見，大眾傳媒時有投訴或報導醜化「租霸」，凡舉「欠租不繳又不願意搬

走」、「惡搞租房，業主收樓後才發現面目全非」等等租霸樣板。一九九六年還有

「香港業主會」17成立，由數千名業主組成，傳播有關「租霸」的個案。「租霸」主

體之塑造，在二零零四年租務條例大改過程中的民意風向上起了很大作用。

回顧租客的邊緣化－更準確地說，是租客在私人租務市場中的邊緣化，我們還需要

理解香港的公屋計畫，如何在七零年代以後有策略和質量上的快速變化。「十年建屋

計劃」18由港督麥理浩於1972年宣佈，要在十年久內建造足夠的公共房屋單位予一百
八十萬居民，並成立香港房屋委員會負責推動。七零年晚期全盤檢討公屋計畫，先後

提出「居者有其屋計劃」、「私人機構參與發展計劃」及重建徙置大廈等等。 總得來
說，公屋政策影響了許多原來住在徙置區內的戰後移民，多數為經濟上相對弱勢的基

層，一般皆認為是促進香港七八零年代階級流動的重要公共投資。同時，透過公共房

屋逐漸往市區外圍發展，其實也在進行市區土地重新調配以及社會階層的人口分布的

重新佈設(Smart, 2006)。但少有人注意的是，公共房屋的發展，讓香港的租房供給形成
了兩個分開的系統，而且公共房屋發展越成功，「苦租客」在私人租務市場中的正當

性就越稀薄，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市區苦租客」的不減反增，一直沒有在政策上

「問題化」，也沒有在租管相關討論上得到足夠的關注，反而漸漸地為「租霸」形象

掩蓋，而主流大眾已經逐漸接受，政府已經透過公共房屋政策來照顧基層租客需求，

即便有問題，多屬供不應求的問題。

其後的政策，開始偏重「成家置業」的論述，以提昇「自有房屋擁有率」（home 
ownership, find literature ）為政策目標，七零年代起陸續推出「居者有其屋」計畫，鼓
勵沒能力購屋的低收入市民資助購買公營房屋19。一九八八年提出了「長遠房屋政策

白皮書」(1988 White Paper on Long-Term Housing )，當時認為租住公屋將逐漸供過於
求，而居屋的需求將逐漸增加20，需要多利用未充分投入市場的私部門資源，並檢討

8



市區土地利用，研究擴展舊區重建計劃。接著於一九九零年提出「大都會計劃」（又

名「回到港口」），規劃把人口重新分配到港口左右的市區，進行大規模填海，鼓勵

私人部門興建住宅。 在減少公共開支的政策邏輯下，尤其針對市區內面積小、樓宇老
舊的區域，政府認為不適合發展公共房屋，便積極地引導，認為唯有需求增加，才能

吸引發展商投入，而政策說法是「當局需訂出辦法，確保能充分運用私人機構的資

源，以便有意但未獲得資助自置居所的市民，可以如願以償」（馮邦彥，2001，頁
208）

在強化「自有房屋」作為政策目標的同時，自有房屋也成為社會流動的象徵和置

業、投資手段。然而，在「自有房屋」成為政府與主流香港人成家立業的目標時，

「租客」要不是被安置上了公屋（所謂「上樓」），否則多被視為一個暫時性的短期

居住狀態，我以為，唯有理解這個受政策引導的市民認知轉變，我們才更能看清同時

期租管條例的持續爭議，議論租客權益的討論為何日趨邊緣。

資助基層市民購買居屋究竟是否符合正義原則以及政策的優先考量？學者有些不同

的看法，在此無法深入討論。然而自八零年代末至一九九七年負資產危機之前，「置

業」的重要性，置業樓梯的想像，跟隨著七零年代開始浮現的所謂「獅子山精神」，

渲染出了香港房市的一片繁景，隱隱流動著新自由主義的氣息。一九九七年回歸之

後，首任特區首長董建華提出「八萬五建屋計畫」21，希望每年供應不少於85,000個住
宅單位，希望10年內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縮短輪候公屋的平均時間由6.5年
縮短至3年。沒想到這項政策的推出正逢亞洲金融風暴，香港樓價一落千丈，普遍私人
物業在5年多的時間內貶值70%，很多中產階級成為負資產，一片蕭條，直到2003年
SARS爆發過後才漸有起色。為了挽救這一批龐大有產階級對政府的信心，房屋及地政
規劃署署長孫明揚提出所謂「孫九招」拯救樓市，整體思維即市場自由化，政府要扮

演促進者角色，增加市場透明度及減少限制、避免直接參與私人物業市場的投資及供

求活動，如馬上停止資助自置房屋計劃等。表面上來看，論述需將供需交還市場調

節，合理化政府減少干預，實際上，從政治危機處理的角度來看，這時機也正是再次

確認香港政府治理以有產／中產階級為首要考量，全面以政策確認資產價值和樓市經

濟的維護。如果我們連結上九零年代開始的變化，不難發現，政府的視野、房屋政策

的藍圖中，基層租客幾乎淡出，取而代之的是中產階級的置業和地產經濟的蓬勃發

展，而公屋和資助房屋政策介入則隨著樓市起伏而彈性調整，在維護私部門地產（或

充分利用私部門資源）的前提下，總之，政府願意協助的是可以「上樓」日後還能

「上車」的居民。如同Betty Yung 指出(2008, p. 199)，對於「房屋自有率」的鼓勵或期
望，與其說是一種基本需求，不如說是一種對於租約（租賃模式）的期望。換句話

說，基層市民需要的究竟是擁有私人物業？還是一種穩定的、安定的租賃模式以及合

理的租房支出？面對組成複雜充滿階級差異的香港市民，香港政府在特定時間點提倡

「房屋自有」，而包裝為一種「住房需求」的滿足，確實是可爭議的。

回歸後的房屋政策失當和金融風暴的交錯作用，竟讓當局以2002-03年房屋市場供
過於求作為理據，提議撤銷租管。當局言：「近年來出租單位供應充裕，租金大幅度

下調，租客的議價能力已大為提升。在此情況下，租住權管制，不單是不合時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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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對物業市場造成很大的干預，更令物業投資者卻步，減低他們出租住宅物業或購買

新物業的意欲，妨礙了私人住宅物業市場的自由運作...」根據當時提出的統計，訴求
撤銷租管為促使房屋市場健全發展的重要措施。諮詢文件指出: 1) 當時樓宇供應充
裕，私人樓宇單位總數超過100 萬個 。 私人樓宇的建屋量繼續保持穩定，約為每年3
萬個單位；2）又指出租金持續下滑：2002年11月底統計顯示，與1997年10月的高峰期
比較，平均租金已下調約40%。當局更強調公共房屋的供應充足，公屋輪候冊家庭的
數目，由1997年的15萬個減少至約9萬個。租住公屋的平均輪候時間，已由1990年的9
年大幅縮短約2.6年。回顧香港政府2002提出的房屋政策論述22，即表示應「減低政府

對私人租務市場的干預，讓市場全面回復自由運作，令業主與租客的權益，得到更好

的平衡。」

綜合相關討論，可發現合理租金的租房市場以及租客權益已經為「物業市場的自由

運作」全面取代，基層租客的需求則可由公共房屋供應來滿足，無需由政府介入私人

住宅物業市場來回應。這個訴求在當時房屋市場泡沬化、香港中產階級普遍苦於負資

產的災情中，特別有力。雖然民間關注基層租客的團體頻頻反對，卻難以抵抗訴求取

消租住權管制的力量。終於，《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修定案於 2004年七月九日
起生效，取消了香港租客享有二十幾載的租住權保障。這改變牽涉到重要的兩點租客

權益，１）撤銷租住權管制的條文後，業主可在租約期滿後，按照租約條款，自由決

定是否收回出租的單位，或與租客商議續約的新條款。２）同等重要的是，原條文規

定業主可在租約期滿後，以重建物業作為其中一個向土審裁處申請收回單位的理由，

但須按該條例第1 1 9 F ( 4 )條所規定的幅度，向租客作出賠償。撤銷租住權管制的條
文後 ， 有意重建物業的業主，可在租約期完結後收回單位，並毋須作出法定的賠償。
以上，租住權保障的取消，本文認為也正式宣告了香港住房市二元化（極化）的時代

開啟，同時也為全面的市區再發展奠下基礎。第三節中將近一步說明。

2.4 撤銷租管以後

租管撤銷以後，香港的基層租客處境並沒有改善。租期一般以兩年為期，租約期滿

業主可任意調高租金，租房卻沒有改善。不少案例中，業主甚至在租約期滿前就調高

租金，而某個範圍內，租客往往在無法負荷搬遷所需的按金和上期23、擔心同區內找

不到類似租房的考量下，會願意妥協。香港社會流動的狀況，也不如九零年代政府預

期，並沒有環境促進更多基層市民藉由置業而改變階級位置。根據社協研究24

(2008），1998 年政府撤銷租務管制條例後，完全沒有進行檢討。該調查指出：「現時
經濟復甦，通貨膨脹，私樓業主紛紛加租，動輒兩三成，但基層工資卻沒有增加，租

金佔入息比例2007年初已高達28.6%。隨著租金的上升，一些租戶被迫選擇生活環境惡
劣及非常擠迫的居所居住。」 亦年，社協研究（2009）再指出，「籠屋板房租金媲美
豪宅，平均每呎$32.9，受訪者租金佔入息比例中位數為33.3%。又根據社署數據指
出，2010年3月，有近五成私樓綜援戶，超過二萬三千戶，租金津貼金額不足以繳付租
金，住戶需從僅餘的綜援標準金提出數百至一千元交租，政府自2003年削減綜援租金
津貼後一直沒有檢討」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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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租管取消之前（1998）， 租用整個單位的租客每月平均住戶息為20, 248元，他
們所繳租金平均為入息的 26.9％。床位及房間租客分別只是繳付入息的8 .2％及17.1％
作為租金26。租管取消後十年（2008），租金與息比例平均數提高為 36.6%，中位數為

38%。 加租住戶中，租金加幅平均數為 13.3%；中位數為10%；最多的租金加幅為
50%。但租金的上漲並不能充分顯示實際居住情況的窘迫和生活壓力。透過灣仔和深
水埗的不同社工組織，我造訪了區內租客的住家，包括板間房、套房、天台屋等不同

類型，以及透過地產代理的引導，試圖了解兩區內租房空間類型和樓宇狀況。在此限

於篇幅，無法一一呈現，只透過三個案例摘要來描繪基層租客的居住概況如下：

１）灣仔的Lily和兒子。新移民單親媽媽，和其港人丈夫處理離婚手續中，沒有固
定工作，以小孩資格領取綜援補助和租房津貼。皇后大道東上。為了讓小孩有稍大的

有窗空間，由原來房租一千五百元／五十呎的無窗單位，搬到了同一層兩千兩百元／

七十呎的單位，都是劏房。還沒有辦法著手申請公屋。她很想要找工作改善居住處

境，但小孩僅五歲，需要長時間照護和接送，讓她沒有辦法找到合適工作來配合，也

沒有能力負擔市場化托兒照護。

２）深水埗Ｌ家人。中港家庭，先生在九七前已取得永久身分，太太是新移民，

1996年結婚，2008年來港，懷孕中，已育有兩個小孩，分別就讀中學和幼兒園，她負
責主要家務和年幼小孩的接送工作。一房一廳的單位，家中的唯一張桌子是餐桌兼小

孩寫作業的書桌。Ｌ先生在布行的工作是家中唯一的收入來源，月收入不到一萬元供

養一家四口。因市區重建影響而由深水埗區順寧道唐樓搬遷至目前位於青山道住處，

僅一百二十呎，需租金三千元。他們沒有領取綜援，等待申請公屋中。除了租金支

出，兩個小孩所需補習費也讓這家人十分頭痛。

3) 年輕夫妻，均為港人約三十歲，雙薪收入稍稍超過兩萬元。為了結婚兩人才搬出
原生家庭（各自居住於公屋），到深水埗尋找較便宜的單位，兩房一廳近伍佰呎，每

月租金七千元。 

以上，不僅可見到收入影響居住狀況，也可見到家庭組成、照護需求都影響

了家庭的經濟能力，而無償家庭照護工作之必須往往讓婦女的處境更艱難；沒有

永久居留權則更近一步的影響了新移民家庭取得社會福利、社會住宅的權利。這

些議題錯綜複雜，不是簡單的因果關係能處理，不恰當居住空間有時更深化家庭

衝突和矛盾，讓空間關係、家庭關係、社會關係之間產生了負面的交互效應。香

港有不少社工組織關注基層居住問題，然而租管撤銷十餘年後，他們很少再談租

金增加管制或租住權，多半由租屋津貼需跟上通膨來切入。以社協為例，九八年

時他們仍主要訴求「貧窮問題擴大和撤銷租管」的關係，逐漸地，他們開始強調扶

貧，訴求租屋津貼和擴建公屋，有關租住權和租金調整的權利討論（rights talks），為
津貼補助的討論所取代（allowance talks）。有些社工組織組成關注聯盟，特別關注負
擔不起加租的露宿者問題，也採用類似取向，討論「租津大脫節」27，責備社署凍結

租津金額八年，無視於租金指數從○三至一○年間已大升六成三。然而，這些要求增加
津貼的好意，都沒有處理到貧窮的結構性問題和質的變化，也沒有注意到性別、無償

11



勞動、家庭關係和公民權之間的動態關係。訴求津貼的增加，顯然實在無法回應租管

取消後的結構性問題，也不能解決基層中漸趨普遍的跨境家庭的居住和照護問題。

3. 隱形作用者和新租務關係的生產

這一節我將針對這十年以來，香港市區重建新階段中推動的城市租務地景變化，從

「新租務關係」和「重建（藝）術」來分析「隱形作用者」扮演的角色。

3.1 新租務關係 ：市區重建賠償策略重新定義的業主和租客關係 

•「重建導致的迫遷」

2001年香港成立半公半私的市區重建局以取代前殖民政府所設土地發展公司，展開
市區再發展新頁，預示了城市空間全面新自由主義化發展。市區重建局所推動的各項

目帶動了城市舊區再發展的空間想像和投機熱潮，私人發展商也不多讓，紛紛加入競

爭市區價昂珍稀的空間資源，共同論述以發展為首、鼓勵流動遷移的城市變化動態，

並以其強調市場自由、地產經濟的強勢觀點回應公民社會的高聲批判。

按市建局政策，受重建影響租戶（但凡符合收入標準）可獲房協或房委會安置入住

公屋，還可獲搬遷津貼。然而，現行市區重建收樓過程可長達三年，期間由於非正式

的加租迫遷行為，很少租客在市建局收樓的長時間後 ，仍然住在原單位。客觀效果就
是，租戶要獲得傳說中的「上樓安置」以及「特惠搬遷津貼」是相當不容易的。此

外，賠償政策中區給予自住業主較高賠償，不少出租業主因而設法結束租約，想要以

自住業主身分領取更多賠償金，此為「重建引起的迫遷效應」。這種作法在兩千零四

年受限於租住權的保障，不容易達成，然而，重建引起的迫遷，隨着○四年政府修訂
《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後更形惡化 28。修訂後取消「租住權保障」，不少業主一知

悉市建局啟動收樓程序即開始「趕客」，雖然重建局不斷申明只要人口凍結日時確認

了身分就不會因此而改變賠償29，仍有許多業主誤以為收回單位、訛稱自住業主便可

領到更多賠償。更糟地，依據現行法例，在業主還沒有和市建局談妥收購價格之前，

市建局和租客沒有直接的法律關係（談定收購價格後、土收前，租客仍可留在原單

位，市建局則成為暫時的業主），但凡租客在此間被迫遷，市建局沒有身分可以介

入。針對此點，民間爭議許久，卻仍未獲得解決。

此種「重建迫遷」往往透過「強勢驅趕」或「不當加租」來完成。在中西區或深水

埗都有多起案例，根據2011年社福機構的調查指出， 西環一帶租金大幅上升，升幅平
均達20%，其中有17戶的加幅更達三成以上，最高的加幅為57.7%。曾有居住在西營盤
的租客，由原本月租3500元，被加租至6800元，最后被迫搬走。30 這種迫遷行為，有
時也由地產代理協助業主操作。這種行為在市建局宣布重建乃至於最後收樓之間的控

檔期，相當常見。根據我在2009-2011年的田野調查，也獲得相似的訪調資訊。

迫遷之後，等待收樓重建期間，大部分的業主仍會透過地產代理把自己的單位放

租，由於舊區中廉價租房需求大，總不乏租客問津。簽約時，地產代理會要求租客同

意，但凡重建局進行收樓時，必須放棄爭取／領取津貼。（訪談Ali，11/05/2011）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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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狀況是，因受重建影響的低收入租客有機會加快上樓，有部分地產代理反而會以

此為單位優勢而將老舊不堪的租房推薦給基層住客。部分對於重建政策及租賃法例缺

乏認識的住客，誤以為有機會，甚至願意忍受不合理的租金（訪談Danial，
11/05/2011）。然而這種租務關係若無完善租約確認，直到重建土收時租客才會發現原
有期待落空。

不同背景的租客對於重建迫遷或重建搬遷的反應是不盡相同的。某些單身高齡租

客，因為津貼而突然手邊多了現金，對於經濟紓困不無小補，這類型的租客反應也是

政府最喜歡用以宣揚其重建賠償完善的材料。但對於仍然投入勞動市場的租客來說，

他們需要居住在工作地點附近，一旦搬遷跨區往往就丟了工作，或難以負荷交通費

用，不見得願意拿津貼／賠償去競爭同區內越來越昂貴的租住房。願意上公屋或甚至

原本就在等待公屋申請的租客則較可能因重建而獲得加速上車的機會，但等待安置期

間仍可能長達兩年，分配到的公屋也不盡如人意。

• 連續性的「重建迫遷」

舊區中的重建項目多，每一個案例都影響到數百乃至於數千個居民，其中不少為租

戶。當他們被迫遷出時，在維持工作、社區網絡以及可負擔租金的考量下，往往又搬

進了另一個舊區中的舊樓，而遇到下一個重建項目的機率是很大的。每一次搬遷的傷

害都是多層次的，經濟性、社會性、心理性的傷害。在我的訪調案例中，有不少經歷

重建迫遷的居民都因搬遷過程的衝突、不確定感和憤怒徬徨而經歷不同程度的精神傷

害。原本樂觀的Ｆ太太因而患了憂鬱症；原來擔任大樓管理員的Ben先生因為擔憂而
無法成眠，影響了工作表現，最後連工作都丟了(訪談Ben，28/12/2010)。

• 重建迫遷與公民身分

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舊區中的新移民，在尚未住滿七年之前，沒有永久居留權

（公民身分），即不符合公屋申請資格，如果家庭中有這類成員，則無法計入公屋申

請的合格人士31。此外，某些單親家庭的前身是中港家庭，婚姻離異後、負責照顧小

孩的家長（往往是女性）根本還沒有拿到準公民權（單程證），只能以每次居留三個

月為限的「雙程證」來港，更是邊緣中的邊緣人士，距離公民身分資格之路更遙遠。

總的來說，由於新移民過境後經濟社會資本相對弱勢，來港後多居住在租金較便宜、

基層勞動、服務工作較多的舊區如旺角、深水埗、觀塘、灣仔等區，恰恰是重建項目

集中的「災區」，而重建前或可能列為重建項目的舊式唐樓，多半隔為板間房或床

位，即新移民最可能入住的租房，他們因而持續地生活在重建壓力下，加上受限於資

格無法申請公屋，最容易成為「連續性重建迫遷」受害者，在舊區中持續搬遷流離。

「重建迫遷」終沒有得到香港政府積極回應，然而該問題對於租戶影響至深，但同

時，在經濟、知識、社會條件都相對弱勢的情況下，他們也往往是最不容易參與重建

抗爭，最不容易透過社會行動把這現象「問題化」的一群。一來他們和業主的關係在

重建過程中十分緊張且被動，二來重建個案中，自住業主訴求的「樓換樓」賠償議題

和租戶有很大差異，很不容易凝聚運動共識。更重要的是，在重建個案中的居民還沒

有組織起來以前，租戶往往已經遭遇迫遷，或因他們的基層工作性質是低薪而長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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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長達十二至十五小時），難有多餘時間參與組織活動32。最後，目前的重建抗

爭論述多以保護私人財產權為論述基礎，因此，雖然十年來已有不少重建個案，小商

店業主或是自住業主有其條件和合法性組成社區關注團體，試圖抗衡，但租戶很難參

與其中。雖有某些運動試圖以「社區網絡」來擴大論述範圍，考量租客處境，但是在

目前香港社會完全傾向有產階級的認知中，仍有其限制33。

3.2「重建異／藝術」

兩千年以後，除了市區重建局主導的重建項目，還有兩種由私部門主導的重建模式

逐漸浮現，影響舊區住房供給，在此稱之為「強拍重建」以及「服務式重建」，「強

拍重建」和市區重建局的作法類似，但完全由私部門啟動、執行，兩者都屬於推倒式

的的重建。「服務式重建」則是由租務模式、租務關係的調整開始醞釀再發展的條件

和動力，最終也可能走向「拆除式重建」。以下將說明租客在這兩種重建模式中的處

境以及租務關係的變動，來呈現新租務地景中，租客更為弱勢的過程。

•「強拍重建」

兩千一零年，香港政府以舊樓安全堪慮為由，修訂《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
條例》（以下稱「強拍條例」），將三類樓宇34的強制拍賣門檻由擁有九成業權降至

八成，而其中特別重要的是樓齡五十年以上住宅樓宇。政府說法是希望能鼓勵私部門

的投入，加快舊區重建的腳步，支持者則強調此修訂有助於解決香港社會的雙重老化

問題「樓宇老化、人口老化」35，不顧民間批評指出造成舊樓失修的主因乃業權人抱

著「等待重建」心態，等待地皮升值及重建發展，鮮少耗費維修36。

此後，舊區收樓更為簡易，短短兩年內，已經可見準備引用強拍法例的收購案例急

速增加。「強拍條例」的概念類似於台灣的都市更新，以多數決來確認收購拍賣的合

法性。除了中型的發展公司，也出現了專職負責引用「強拍」收地的公司，隨後再轉

賣土地給中、大型發展公司來重建再發展。這種重建模式和市區重建最主要的不同在

於其議價和賠償策略，並沒有清楚公開的準則，端看收樓的時間點，收樓的情況，業

主的態度，在在都影響著議價空間。整個收樓過程基本上只發生於業主和收樓公司之

間，和租客沒有關係，沒有法律規定任何的賠償給租客。至於租客是否有搬遷賠償，

則視業主和租客如何協議，業主租客條例上也沒有相應規定。

若回顧八零年代的租管與重建相關討論，可發現當時曾有研究賠償計算的方法曾經

參考英國1954年業主與租客法，根據應課差餉租值對居住年期一定時間以上的租客給
予合理賠償，考慮因子包括「單位面積」和「居住時間長度」等等，然而最終並沒有

納入考量。一九九九年「強拍條例」之制定也沒有考量。此外，針對當時有關租住權

的保障，業主趕走租客唯二的方法，唯有收回自住或拆除重建。依當時條例，前者需

要給予賠償，而後者是不需要的，因而讓「拆除重建」在某些狀況下成為一個更具吸

引力的選擇。兩千零四年租管條例大改後，失去了「租住權」保障的租客處境更邊

緣，或者可說，為六年後「強拍條例」之施行奠定了更方便的法律環境，條例中完全

沒有處理業主賠償標準，更沒有任何租客賠償之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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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條例修改生效後，仍持續引起眾多爭議，認為缺乏完善的相關規範引導，強拍並

不能真正改善樓宇失修和加快舊區重建，強拍後的再發展並沒有回應香港房屋市場最

欠缺的合宜中小型單位 37。亦有批評指出成功強制拍賣的成交個案多位在半山區、銅

鑼灣、大坑及灣仔為主，只有少部分位於有真正需要重建的地區如深水埗、油尖旺及

大角咀等。認為該條例只是方便市場利益導向的再發展38。

同時，許多遭到強制拍賣的業主指出曾受收樓公司或其委託之地產代理騷擾迫害，

此類案例在主流傳媒或公民媒體時有所聞，和「強拍條例」修改後興起的收樓新藝／

異術有關。「田生地產」即為一個代表性案例。田生為一個主要從事舊樓購併，然後

把購併完成的舊樓或地盤售予發展商或自己發展，至2010年為止已經收入了舊區兩百
多個單位，同時於2010年12月，田生集團由香港創業板轉往香港交易所主板掛牌，顯
示其驚人規模擴張。田生地產最為人爭議乃其收樓方式，該公司目標樓宇時常出現各

種治安問題，而且透過大幅張貼「紅色」田生貼紙於完成收購處，彰顯該區域已有收

樓活動開始，內容多強調「熱烈恭賀已收樓款的業主們」，讓不少考慮游移或不願意

接受收購的業主感到壓力和不安。其收樓動作引起不少網民非議，認為這種貼紙動作

宛如「血紅催命符」，形成「視覺暴力」。臉書上甚至出現〔因為生命，所以關注。

田生集團 收樓情報網〕39，號召網路力量追蹤收樓暴力的足跡。當社會逐漸認同此類

收樓對小業主造成迫害，尤其是高齡的業主（長者業主）40，較少為人關注的是租客

權宜，他們完全不會在這種收購中得到任何安置或賠償。

「強拍條例」條例間接地為田生地產這種公司開拓一個新利基，讓他們更順利地扮

演「白手套」為大型地產發展公司收購舊區高價值的土地。相對應於這個趨勢，舊區

中地產代理廣告常常可見其標榜「具有重建潛力」或「收樓在即」，可見私部門收樓

的熱潮，也推波助瀾舊樓市場交易，這點也由我走訪地產代理而印證。

3.3「服務式重建」

舊區中另有一波隱藏的重建趨勢，尚未為香港社會視為重建相關的商業操作，在此

我以「服務式重建」稱之，因此類重建不一定涉及物業轉手或拆除， 它開始於拆除重
建之前， 由地產代理扮演重要角色，由調整重構租務關係來醞釀重建的條件，並且以
「代理服務」包裝其空間生產過程，而產品往往是當前市場中新興的「服務式住宅」

和其變奏。地產代理更主動地評估不同地區的市場趨勢，主動替業主重新包裝、改造

租房，以更短期彈性的方式提供租房產品，甚至就市場變化而建議業主售出原出租物

業。我將以「7Ｘ物業」和「灣仔視集」來說明「服務式重建」對於舊區租客的影響。

「7Ｘ物業」引用香港地產近來盛行的「服務式住宅」概念，推出中低價位的服務
式住宅短租服務。所謂「服務式住宅（serviced apartment）」在香港產生於九零年代
初，亦盛行於國際商務人士來往頻繁的全球城市如紐約、新加坡或北京，乃介於旅館

服務和地產商品之間，針對需要短至一週乃至於數個月的彈性租賃服務，亦作「酒店

式公寓」，空間設備基本上類似於旅館，家具一應俱全，租客可直接入住，水、電、

網路等設施也已完備，一般還有定期清潔、更換床單等基本服務，對於來去匆忙，總

是隨著工作專案而調整差旅的跨國商務人士來說，是省時省力的選擇。然而，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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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式」概念在香港有了好幾個不同的變奏。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香港金融業、
銀行業未受衝擊反而一片榮景，產業對短期住宿的需求增加，許多大型地產公司都開

始注意這個投資報酬率高的商品型態。有些公司開始將空置率高的辦公大樓轉為服務

式住宅，或者收購區位良好的中古住宅而改造為服務式住宅，甚至，亦有新建發展大

規模服務式住宅的動作頻頻。總的來說，服務式住宅平均租金高過一般出租住宅，使

之成為投資回報率高的明星商品，然因其經營管理需要累似旅館產業的經驗和大量人

力，一般求事少回報多的業主不一定有心力或能力處理。

值得注意的是，在外籍商務人士較少需求的舊區長沙灣、深水埗、太子、旺角、油

麻地、佐敦，出現了由「7Ｘ物業推廣顧問有限公司」及「7Ｘ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合
辦管理的服務式住宅一站式服務，延續了「彈性化」、「強調服務」的重點，7Ｘ透過
會員制和網路資訊彙整管理，他們一方面招收有租屋需要的租客會員，一方面招收業

主會員，強調專業物業管理以及放租增值保證，依業主「參與服務」的物業數量遞減

其管理費用。「7Ｘ物業」以「物業推廣」的概念，強調其對於市場需求變動的了解，
會靈活地調整房間型態供給，輔以適當的裝修和行銷，合適的時機還會建議業主賣出

物業，結合短線買賣投資和長期出租投資。 該公司宣稱代理舊區多達四千個以上的單
位，推出兩大系列分別為《精品房間系列》及《悠閒入廚系列》，合共8種不同房型，
房租介於六千元至一萬兩千元港幣之間，較一般的服務式住宅便宜三分之一至二分之

一41。 此外，延續一般地產代理扮演的角色，「7Ｘ物業」強調委託管理可省卻業主處
理租務、維修管理的層層麻煩，該公司甚至可代理業主立案法團會議的出席參與42。

以租客這方面來說，住宿流程來說，會員租客登入電腦系統預約單位，網路付款，獲

得電子密碼以後直接入住，過程中完全減少人際接觸，宛如台灣汽車旅館一般的操作

流程。這種強調專業、靈活的代理服務，把租務關係轉換為商品服務，不僅減少業主

和租客／顧客的互動，也透過管理技術盡量地減少顧客和代理之間的互動。投資利潤

則主導了商品型態，而改變原來的長期租賃關係為短租，則更切合投資需要的靈活

性， 業主可隨時賣出買進物業，租賃穩定性更低，不必受限於固定租約的權利義務。

另外一種型態的「服務式重建」可藉由灣仔的「灣仔視集」來說明。該案例為灣仔

舊區中的兩棟的唐樓，原來是物權分散的出租單位（五層樓高、十個單位），發展商
43看重灣仔區高級化、租務需求持續上升的潛力，買下了兩棟唐樓，計畫日後拆除重

建，發展為高層的酒店或服務式住宅。然而拆除重建需要申請城市規劃委員會批轉，

而該區屬於灣仔藍屋歷史建築所在的石水渠街歷史保育區，特別敏感，在等待期間，

發展商別出心裁的以藝術、社區參與為先導，把一樓的店面空間裝修為懷舊的「大龍

鳳」酒吧，將樓上的住宅單位改裝為時尚的服務式住宅單位〔The Archive〕，鎖定來
到區內工作的外籍人士。二樓則留設一個藝術空間名為「灣仔視集」（Wanchai Visual 
Archive），嘗試結合區內的社工組織，以藝術參與社區的方式，辦理攝影活動、展
覽、裝置藝術等等，推廣其活化舊區的理念，也同時經營社區關係。「灣仔視集」 轉
化等待再發展期間的空置為「試營運」和行銷推廣的時機，藉由藝術和社區這兩種軟

性、討好的元素經營品牌，反而讓期間入住的旅客覺得更有特色，而地方居民也不容

易一時之間感覺到再發展的衝擊。然而，原來住在舊單位中的租客被迫搬遷，而〔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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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是單位面積650呎、月租28000元港幣的高價單位，絕非一般長期租客能負
擔。 這是該集團的新嘗試，也可視為「服務式住宅」在香港的由藝術來包裝、過渡再
發展的新範型。

以上兩種「服務式重建」鎖定不同族群，改造舊式唐樓租房為光鮮亮麗短租商品，

把固定租務關係調整為短期商品服務，以便隨時可轉賣或再發展，無論如何，都需一

定規模的公司投入裝修和管理成本。同時間，深水埗則出現了另一種類似的「奇

觀」，有類似代理商的二房東集合了舊區內一百多個單位，把原來的板間房單位大量

改造為 日租六十元的「電視床位」（基本設施為床位、抽風扇、電視機）。以一間六
百呎大（約16.86坪大）的唐樓單位來說，可以改裝隔間為八間「劏房」以及一個共用
廁所，其中一個面積約28平方呎的房間再進一步分隔為六格「櫃桶式套房」，每格都
有獨立「櫃門」。這麼一間小房月租約莫千元港幣，隔為六間，以日租六十元計算
44。再加上其他數間雅房的租金收入，這個單位的每月租金收入高達兩萬多港幣，扣

除二房東需要付給原來業主的四千元港幣，二房東可賺得一萬六千元港幣（超過六萬

元台幣）。這種模式已悄悄地出現在舊區至少兩年，至今年六月始為大眾傳媒報導，

例如壹週刊以「棺材房 悲慘世界」為封面主題：

「樓價上升，全港租金亦超越九七高位。然而全港最高呎租的，並非山頂豪宅

或者IFC，反而是最貧窮地區深水埗，呎租高達三百元...在這個區內，板間房和
籠屋已非新鮮事，最荒謬的是，一個板間房再井字型劏成六間細房，每間房只

有棺材大小。住客不能在房間站立甚至坐著，必須躺著，出入亦要像動物般爬

來爬去。」（9/6/2011，壹週刊封面故事）

當大眾嘖嘖稱奇怎麼能有人住在這種狹小床位空間時，地產代理則持續地向投資者

推薦這種「深水埗獨有的劏房模式，比其他投資回報更高。」此外，傳媒傾向以貧

窮、邊緣來理解此類租房內的基層租客，至於這種空間生產過程中，見不著找不到的

業主，不論他們是毫不知情或毫不關心，相關權責在法律上、道德上都模糊不清。

在此，藉由幾種「服務式重建」，不論是創造棺材房的「劏房投資顧問」或是藉由

專業管理來推廣物業的代理集團，他們都比香港政府更敏感地嗅到了市場變動，尋得

特定利基，試圖在短時間內盡可能地擴大營利。他們比香港政府更了解香港家庭規模

的縮小，以及年輕單身人士或小家庭無法負荷高房價購屋而評估猶豫，寧可暫時多花

錢住在具備家務管理服務的住宅；也清楚掌握移民政策導致的新移民居住需求；2003
年後，「自由行」帶來大量陸客市中心住房需求。還有來港產子的內地孕婦需要彈性

周全的短期住宿。於是許多舊樓的單位重新整修，原屋況較好者則轉為套房或一房一

廳單位，配合家務管理服務、全包租金（包括管理费、公共設備以及電話），彈性租

約。如果屋況較差且樓齡高達三十年以上，則更加細分為小單位「劏房」或套房，看

準經濟差、生活不穩定的租客，租約也漸趨彈性，例如難以申請公屋的單身人士；經

濟不佳且不願意離開舊區生活網絡的長者；甚至因妻小位於內地，自己孤身在港工作

而需省吃儉用的假性單身人士；或等待家庭成員拿到合法居留權期間的中港家庭等

等，多樣而難以化約，而上述基層市民在等待公屋的過程中，只能忍耐業主隨意加價
45，或者調整自己的住屋需求，因無法承受更多租金支出只能換個更小更差的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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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式重建」看準了這些時時變動的需求，企圖以更彈性的服務來捕捉利益在短

時間內的極大化，同時也取代了租房市場中某些相對獲利不高、彈性不大的供應，造

成某些基層人士的需求越來越難以獲得供給，長期穩定的租賃已經被淘汰。由此，我

認為「服務式住宅」在香港中上租務市場的興起，已經超越了作為一種租屋類型的意

義，從中不僅可以窺見租管撤銷以後，租客需求全無保障，也可見到租客的基本生存

空間需求，由租務的漸趨複雜、專業化，變成了包裹式販售的商品服務，這些可視為

租務市場對於新自由主義的回應，而逐漸浮現的是租務市場完全為投資市場囊括，租

務為了投資而服務，乃至於可以隨時調整租房形式。以下我將針對此變動過程，談

「地產代理」所扮演的角色。

3.4 隱形的作用者：林立街頭巷尾的地產代理

在前面兩節的租務關係變化過程爭中，有一不可忽視的作用者，卻常隱身於政策或

學術檢討，即中小型地產代理和地產炒作，也是此節的分析重點。香港的炒樓和租務

代理是需要放在一起討論的，而根據地產學者馮邦彥（2001）的考察，可以追溯至五
零年代，因「分層出售、分期付款」的發明而大大降低投資成本，創造了炒樓的時

機，而六零年代美孚新邨的大量推出，乃至於七零年代更高級的「太古城」推出時，

造就了第一代的「炒樓師奶」，也讓「炒樓」漸漸成為一個行業，換句話說，不僅非

正式的炒樓客出現在街頭，漸漸地，藏身於街角或樓梯檔的地產代理，也開始林立街

頭巷尾。根據訪談、資料考察和第一手觀察（10/2010-08/2011），許多中小型地產代
理人本身就是炒家，自己炒也替別人炒樓，而租務管理則並非其收入主要來源，卻是

他們掌握物業市場、建立服務網絡的必要服務。

我理解到此類地產代理的形成，不僅見證了香港的地產變化，也是香港都市過程

中，發展高層建築容納快速增加移民人口的地方回應。在地產「分層出售化」的過程

中，或有老舊地契尚未分割因而難以再發展，或有新物業由多位業主不分割共同持

有，各有其歷史課題和不同的權利關係，限於文長無法一一盡述，但需要指出，地產

代理積極地把握高層建築租務管理日趨複雜，加上移民社會業主往往無能親自管理，

造就了他們專業代理的營利機會，並且務實地分小區操作，成為最了解物業變動和居

民搬遷的代理人，也是地產市場的直接參與者。

仔細觀察香港的地產代理，租務管理和其他相關的空間生產行業是交織共存的，包

括水電工程、裝修，乃至於近年來的租務管理、物業推廣（包含拍賣和投資）、服務

式住宅，根據了解地產行業的地產記者表示，不少人因時常替買賣頻繁的投資客裝

修，掌握最新資訊，乾脆利用原有店面，兼任地產代理（ 03/05/2011 訪談地產代理記
者Ｉ）。同時，也有地產代理反過來兼營裝修或水電，擴大經營項目。 許多地產代理
和裝修工程行鋪均有穩定合作關係 。舊區中年長業主多半傾向把名下地產委託由他人
代管，許多年邁、搬遷到別區，甚或已出國多年的房東多把租務全盤委託給地產代

理。例如業主後代Is 表示自己家中有長輩自五零年代留下的物業，長期委託給地產代
理經營，已經跨越兩代以上，自己家中已經完全倚賴代理得知租客的來去或現況，也

不能掌握該區該類物業的市場租金，都憑代理說了算（ 19/04/2011, 25/08/2011訪談深
水埗區業主第三代Is）。就我理解，他們家族對於租務條例的變化十分不清楚，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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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現行法例而有的業主權利也不能掌握。以台灣的語言來說，中小型地產代理不僅是

房屋仲介，也扮演類似鄰長的角色。

在此所謂「中小型地產代理」，包括個人以地產代理經濟牌照營業，或者掛牌於未

上市的小規模地產公司的代理營業，主要在舊區經營二手樓宇單位的租賣。前者所需

要的成本就是一個可以供人上門查詢的小店鋪空間，而後者則需要繳交加盟費用，至

於大規模上市地產公司如美聯、中原地產等，則是雇用地產代理為雇員，其勞資關係

十分不同，鎖定的地產以新建成物業為主，進十年來落成的二手物件為輔，和我所欲

分析的專門代理舊區二手舊樓租賣的中小型代理十分不同。由變動的租務關係來看，

「中小型地產代理」偕同業主，是變換地租想像的作手，尤其，取消了業主與租客條

例之後，業主和租客之間的租務關係幾乎全面去人性化，再無業主期待長期、穩定的

租務關係，租金收益的回報比率勝過一切的考量。層層的租務代理讓業主和租客沒有

直接的互動接觸或清晰的權責關係，只有透過「租金漲勢的好租約」來吸引買家的炒

家，以及代理之間的協商議價。

「很多人就是刻意提昇租金，反正就嘗試看看嘛，他們知道多數買家會以租金

高低來計算投資物業的回報率。因此他們會讓所持有物業的租金看來很吸引

人，以便吸引買家來購買他們手上持有的物業。」（灣仔區地產代理ＤＤ） 

此外，租屋市場隨著市區更新腳步也多裝修升級，更新後的租屋全面豪宅化，更新

前、等待更新的租屋則由新興的地產代理業者改造為適合短期的、非常或低限需求的

租客，以便彈性地因應房市而轉手或重建再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 雖然租金和房價連
連上漲，根據2011年發布的香港物業報告顯示，全港住宅空置量飆升10%46。逐漸上升

的空置率似乎顯示了投資市場和住宅市場疊合的問題。

市區重建也深化了地產代理的專業化（一九九七年成立代理經濟管理制度），並且

因涉及賠償計算而帶動了測量師、物業估值的專業服務需求。市區重建局還以大樓是

否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然後是否能透過法團來委任務業管理，作為樓宇維修管理是否

正常運作的重要考量。代理機制的有無，也因制度和社會觀感的交互影響，影響了房

屋出租或出售的市場價格47。基於自己的收入主要由代理買賣而來，地產代理傾向於

鼓勵業主買賣更甚於放租，而舊區中的買賣，如前簡要提及，業主有機會可以領得賠

償金，租客則有可能加快申請公屋，而這些預期，也都真實地反應在代理的租賣廣告

上。此外，基於他們的專業知識和「長時間街角待命」的工作性質，地產代理也成為

前述私人收樓公司的重要夥伴，某些地產代理自己就是其所在大樓的業主之一，某些

地產代理則可在資訊、或實際工作上協助收樓公司或市區重建局48。

地產代理之形成和漸趨重要，不清晰地是，在投資、營利為先決條件而帶動市場買

賣的過程中，舊區租客受到經常性「重建迫遷」，或者受「服務式重建」影響供給數

量而時常面臨加租，究竟誰來負責任？在租金管制條例走入歷史後，張五常指出那介

於業主和租客之間、權益不清的地租利益，也為人遺忘。租客被動地流離搬遷，甚至

忍受不合人性、不合理的「棺材化」 49 住房 。前述「棺材房」作手們透過租務廣告以
及熟識的地產代理轉介，主動聯絡舊樓單位的業主，談妥合作價格後，業主只收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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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有關的裝修、隔間、收租、管理等業務都一概交由中間作手代理，少加過問。

有些中間人代理的租客數量數十人甚至高達百人，可謂新興的無本「棺材化」租房生

意。在這樣一層又一層的代理和轉介中，責任的釐清更為困難模糊。

「地產代理」和「物業推廣」不僅是市區重建的產物，其彈性概念也回過頭來蔓延

全面私有化的市區重建項目。以灣仔市場反應不佳的Queen’s Cube為例 ，根據發展商
南豐與市建局的合作合約已達成協議，南豐擬全購回收，發展為服務式住宅50，依約

向市建局預先支付尚餘單位市值扣除成本後的利潤「分紅」，至於日後南豐如何處理

都可不再受合約拘束。其實，這個發展反而切中了當下發產商傾向推出「租售兩便」

的住宅，或者由投資者買下而請人代理為服務式至宅，或者由發展商自己的物業管理

部門承擔。如果市場好，服務式出租住宅即轉為出售住宅，退出租賃市場。地產代理

和物業推廣，已全方面體現了「專業」和「彈性」如何塑造房屋市場，而租客在漸趨

靈活複雜的租務中，沒有議價的權利和聲音。

４．結論：市區再發展由租務關係的重建開始，以及地租的全新想像

由上述香港案例，可發現城市再發展確實朝著調整都市空間型態以讓地租潛力充分

發展的方向前進，然而，再發展的漫長過程中不僅是簡單的拆除重建，也不只是新都

市階級代替原來的居民，政府期待城市再發展帶動經濟的過程中，涉及新論述主體的

打造，如「苦租客」在政治、法律環境中的位置調整，漸漸地淡出政策視野，由「小

業主ｖｓ租霸」取代，由鼓勵「自有住所」的政策論述，取代平價租房維持的需求，

再由「專業化」的服務供給，全面地商品化城市空間，一吋吋地把居住空間轉變為隨

著利基競逐的彈性租務。

除了由租管的歷史回顧和論述分析來探究「租客」及其權利的消失，本文同時點出

租管和市區重建的關係，而市區重建早在政府推出各種實驗計劃和專職機構已經啟

動。其實，政府從未撒手不管市場，甚至透過租管的細緻化操作引導重建，同時影響

其公共房屋政策的調配。透過兩千年以後市區重建局的成立操作，香港經驗中我們應

可看見重建掀起了不同投資者的預期和空間想像，土地、空間、居住者都進入了等

待、投機的暫時性狀態，而這個暫時性狀態合理化了許多不合理的空間供異／藝術發

揮，也衍生了許多競爭著其中短期利基的作用者。相對於許多市區重建研究關心發展

前後之比較，我試圖描繪重建過程－包括租務關係的重建以及城市空間的重建，有關

於租和租務的想像、代理和跨境流移。

•等待社會流動

前述香港出現了許多「棺材房」和異常高價的板間房，然而主流報導角度傾向刻劃

此低下階層驚人的忍受能力，潛台詞將邊緣人士的生存狀態與如此不堪的居住環境疊

合化約為一種奇觀，打造一種「邊緣住客」的主體，融合著躲債者、道友、綜援人

士、內地黑工、搶奪香港有限資源的新移民和內地孕婦。「地產霸權」雖然讓香港大

眾社會認知到物價、土地的不合理狀況是一個政治經濟問題，卻沒有把問題的結構性

生產說清楚，認同危機和社會衝突只讓弱勢群體成為代罪羔羊，可是不論政府或民眾

都甚少詰問，什麼樣的就業與社會變化使得這些租客將住屋需求壓縮他們的需求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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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空間至此？他們的委身低價套房，背後往往是超長工時、不穩定又缺乏勞工保障的

就業環境、跨越邊界的家庭狀態，然而這些非自主選擇的貧窮狀態，始終不能被當局

嚴肅以對，而「居住」作為一種社會關係狀態也作為一種需求，卻始終被視為貧窮問

題的結果，從政府乃至於主流社會，「置業階梯」的打造和維護仍然備受信奉，政要

動輒以「獅子山精神」鼓勵或訓誨民眾，只要肯努力，總有安居樂業的一天。

交通與房屋署署長鄭汝樺談到：「置業向來都是人生大事，也是當大家比較成熟和

有經濟實力才考慮的一件 事。相信大部分擁有物業的人士都有同樣經驗「上車」之前
經過多年辛勤工作，努力儲蓄到足夠的首期，才實現願望，買的大都是二手中小型單

位;待財政條件進一步改善，才換到更新更大的居住空間,置業是這樣穩健地拾級而上。
所以，問題是社會是否有共識以公共手段改變這置業階梯?」51 鄭署長最後拋出的問句
是要指出不應該以公共資源改變這樣的社會流動程序，以及確認置業作為大眾努力向

上流動的跳板和方向，在達標之前，不同階級應該待在該有的物業位置。但鄭氏未能

反省的是，曾經在香港，「置業」並不是人生的唯一目標，也不是定義階級的唯一指

標，未來也不該是指導房屋政策的唯一概念。

我想借用香港文化研究學者許寶強談新階級概念的看法，來審視置業階梯的神話。

許氏延續英國歷史社會學家湯普森(Thompson, 1966)建議階級之形成乃社會關係在特定
歷史情境的實踐，不是結構性的生成物，而該動態的社會關係變動，是理解階級的重

點。類似地，J.K. Gibson-Graham(2000)等提出「『階級』是一個佔用和分配資源的過
程，而非根據先驗的社會位置來劃分。換句話說，決定一個人或社群屬於哪一個階

級，主要取決於他或他們在其置身的資源分配過程中，是更多（或更少）地佔用了社

會和自然資源，還是遭排拒或剝削，而不是以他是否擁有物業來劃分...」，許建議在
香港思考階級，因此需注意「同時擁有物業或其他資產（包括港人身分）以收取由此

帶來的租值（rent）的『打工仔』，恐怕不一定會採用激進的「無產階級」政治取
態。」52 許氏關心如何由新階級關係來思考新的階級政治，我則想以此來思考，如何
能超越物產持有與否，來考察租務關係變動調整過程中，怎麼產生了複雜的投機空間

網絡？如何理解「排拒或剝削」的發生是更短暫也更不容易捕捉的，而且都沒有現身

於置業階梯的論述中，因為租房作為一種需求被「置業神話」論述為一種臨時性的、

短期的狀態，是需要被消除的問題，而某些非正式的交易或空間生產或許可被容忍，

因為這是一個過渡狀態。這種論述蒙蔽了上述租務關係過程中的排拒或剝削，已經讓

香港社會的階級關係和社會流動不復以往。

於是，再以這關係性的階級概念來思考「置業神話」，我認為這概念作為一種信念

建構而非真理，其實只適用於一個工業資本主義社會過程，即香港七、八零年代。但

時至今日，後現代晚期資本主義的狀態已然深入香港社會(Harvey, 1990)，置業階梯已
經不再是資本累積的結果，而是炒作地產者累積資本的方法，再生產的空間，已經被

轉換為投資商品，唯有理解投機和租務專業化之相互生成，才能掌握到空間生產和資

本的累積彈性實踐乃互為表裡。當局不能理解此新社會動態，只是擁抱一個已經失效

的概念來為政策辯護，並訓喻民眾53，無論在理論上或政治上都是不恰當且荒謬的。

•等待最終的落腳？居住和都市公民權 (housing and urban citize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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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透過新移民在舊區中的搬遷和迫遷，我試圖指出，在考察租務關係之變動時

我們不該忽略新主體的打造－不僅是論述層次的主體，還須注意是什麼樣的都市社會

空間關係讓「中港邊境政治」塑造了等待和炒作時機。等待公屋分配不僅是數量供不

應求的問題，還涉及等待公民權、成為合格的市民，在等待的過程中，市民「看似」

自我選擇的進入了一層層的租務關係，在不對等的都市政治空間之中試圖辨認地產代

理所提供的服務和指引。

等待中的基層居民為求容身之處所付出的不合理房租， 月收入扣去高昂房租後僅
能供一家糊口，無法累積任何資產。2004年之後，公民身分同時影響著社會福利的資
格（之前只要來港居住滿一年的單程證持有者可以申請綜合援助），於是新移民不僅

沒有公屋，經濟困頓也無法獲得社會福利援助。歐美已有許多學者批判市場化的社會

福利政策不斷強化「個人責任」，忽略了社會中既有且持續存在的複雜依存關係，讓

人們其實從來就不是能夠脫離依賴而生存的(Fraser & Gordon, 1994; Sevenhuijsen, 1998; 
Tronto, 1993)，但當前的福利論述始終未能受到充分挑戰。而人類學者紐文多爾則透過
其對於中港婚姻移民的研究(Newendorp, 2008)，檢視這種「個人責任論述」如何在殖
民歷史情境和中港政治互動過程中，已成為香港公民論述的核心，強化「付出才有獲

得」的福利分配邏輯，並且編織入了香港的本土社會想像，復而深化特定公民權的概

念和實踐，她認為，「行為負責」（acting responsibly）已成為香港人區辨我群和他者
（內地人）的要素，同時，區辨中港社會差異，持續地成為香港公民論述重點，此區

辨又同時呼應了深植香港政策霸權的新自由主義邏輯 (Newendorp, 2008, pp. 221-224)。

然而，如同跨境流移的中港家庭抗爭者指出，上述政策或文化認同上的區辨確實忽

略了中港的歷史關係以及跨代的跨境社會關係。個人主義的福利論述排除了有關「照

護」和「需求」（care and needs ）的討論，也漠視「照護」和「需求」不是靜態的資
源和供給可以滿足，而實在需要由動態的社會、空間關係來認識其存在和實踐。如同

地理學者批判，許多社會照護有其空間性和社會關係構成，卻在新自由主義的特定政

治論述中，透過特定主體的打造和特定社會正義論述的形成，選擇性地被排除於公共

領域之外。他們呼籲，必須由理解特定政治主體的打造過程開始，揭開被掩蓋的社會

關係，以女性主義關懷倫理學的概念檢視特定時空的作用 (Staeheli & Brown, 2003)，
理解「責任」和地理空間的關係（geographies of responsibility ）(Massey, 2005)。如同
羅森（Victoria Lawson）指出，以關懷倫理/地理學的概念來重拓我們對於責任和政治
的認識，可以開展出新的政治機會，並且把新的地方／全球關係動態納入新政治機會

的認識過程和決策，在政策層次上，則需要重新理解治理、機構、福利的相互關係

(2007, p. 8)。

前文已試圖提醒，有必要思考「置業階梯」－那把想像的社會流動階梯是否依然存

在？同時，我們不僅需要時時追問「城市為誰發展？市區為誰更新？」更需反覆檢

視，市區更新本身如何選擇性地深化某些新舊階級關係形成？許寶強提醒我們以新概

念來理解「資產」，同樣地，我們若換個角度看待這些等待過程中所累計之「房

租」，正如某種「入場費」，對他們來說，等待「香港身分證」而或等待「公屋」，

在一屋難求的香港，與其說是等待跟隨著公民身分而來的公屋）作為一種重要社會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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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更像是等待「身分作為一種資產」而後有翻轉、社會流動的機會，卻不明白即

使獲得身分證，合法地進入這個為地產霸權宰制的香港社會打工，可能仍然受困於交

租的網絡中，而租客的邊緣困境，實在是不分族群身分，都需要面對的，不論是住在

高級公寓中的白領打工仔，還是在舊區中時時搬遷的無身分證租客。於是，我想提

醒，應理解到市區重建－包括租務關係的重建和實質空間的重建，不僅和香港都市內

的社會關係網絡有關，也和百年來持續跨境流動的家國想像，以及因應不同時期的政

治張力、經濟關係而時時產生的新衝突有關。而唯有理解特定的想像被編入公民論述

是特定時空的政治和社會關係，才有機會讓被邊緣化的群體重拾議論機會，或者在租

務關係的語境中來說，讓租客重拾議價權力，重新掌握他們安居於城市的「權利」，

否則，在當下沒有政治或法律空間讓租客去談「留下」（The right to stay put）
(Newman & Wyly, 2006)）的權力 ，安居樂業，更像是個神話。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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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中文大學電影系學生Joe Yiu的畢業作品 King’s C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
v=qKf08vWTkKA,獲得超過86700 點擊 July 25, 2010)

2 SCMP, 24 July 2011, King’s Cube satire an internet hit.

3 類似於台灣所謂的「雅房」，多以木板、合板作為輕隔間，把原結構的單人房進一步分隔為數間小
房，步帶廁所，租客需共用衛浴。

4 該影片對深水埗環境多過度浪漫化的敘述，然其描述深水埗的生活便利、交通方便、民生消費較他區
都格外便宜則十分貼近現實狀況，也正因如此，許多低收入居民偏好住在深水埗區甚過於其他地區。

5 根據香港統計處2010年發表按區議會分區劃分的人口及住戶統計資料報告書，全港住戶於前年的每月
入息平均數只有1.75萬元，較2008年減少了500元，其中灣仔區住戶繼續蟬聯冠軍，每月入息平均數達
2.7萬元，深水埗則仍是全港最貧窮地區，住戶每月收入息平均數為1.38萬元。

6 東方日報17/05/2011 〔Queen's Cube封盤南豐或買斷〕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finance/
20110517/00204_002.html

7 每個單位約11坪至16.36坪。其後陸續加推單位，呎價亦上調至1.6萬多港元，最高曾達每呎1.83萬港
元，換算即為每坪近242萬台幣，如扣除公共設施面積，以實坪計算，每坪約290萬新台幣。

8 有關此條例現行條文請參考 http://www.legislation.gov.hk/index.htm。

9 1925年之後條例修訂，容許標準租金增加不超過15%，條例延長至1926年六月。1926年六月，租務條
例取消，當時論點考量全港空置樓宇極多，不需再延長管制。參考張五常，有瓦遮頭與星空遼闊：一條
租務條例的公開目標與實際後果。吳炳坤譯 。信報（租管禍換專輯）。

10 當時所指稱的中間階層，尚未明確地對應至中產階級的概念形成。依據香港社會學者呂大樂的看法，
七零年代乃香港中產階級形成的重要時間，公共投資增加有助於經濟起飛，並形塑了新一代的香港人，
社會結構中增添了中上層位置。參考呂大樂〔唔該，埋單〕以及〔四代香港人〕。

11 加租額為將公平市值租金與受管制租金兩者差額除以5；同時規定如該樓宇的應課差餉租值不超過
30000元，則最高加租額以受管制租金21%為限。1976 年俢定加租因子為4；1979 年俢定加租因子為2。

12 1921年租約管制實行後，1923年出現重建狂熱。二戰前再度實行租管，二戰後隨即中國陷入內戰，湧
入大量攜帶資本的移民，住房需求遽增，引起了1953-1957年 拆建成風。

13 根據地產建設商會指出，當時的小業主投資地產的回報率限於每年6-7%，而當時銀行貸款利率高達
16.5%，會導致業主停止投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Kf08vWTkKA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Kf08vWTkKA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Kf08vWTkKA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Kf08vWTkKA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finance/20110517/00204_002.html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finance/20110517/00204_002.html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finance/20110517/00204_002.html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finance/20110517/00204_002.html
http://www.legislation.gov.hk/index.htm
http://www.legislation.gov.hk/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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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Steven N.S. Cheung (張五常), Rental Control and Housing Reconstruction in Hong Kong: the postwar 
experience of prewar premises. To be presented at the Mont Pelerin Society meeting in Hong Kong, September 
1978 張氏分析租管條例對於房屋重建的影響，分析資料乃針對 1947年生效，適用於所有二次大戰之前
興建的房屋。 

15 業主與住客（綜合）條例檢討委員會報告書 1980，（殖民）政府印製。

16 署理房屋局局長在立法局會議上提交題為"私人住宅物業租金管制"的參考文件。

17香港業主會乃一維護業主權益為主要宗旨的公司，為業主代言，並專職處理收租、物業糾紛等議題。 
http://www.hkoc.com.hk/aims.html

18 「十年建屋計劃」的目的在於配合完整的城市發展，積極發展新界的新市鎮，旨在分散人口到新市鎮
居住，以解決市區人口過分擠迫形成社會不安定的問題。

19 1978年，首批居者有其屋屋苑正式推出，分布於葵涌、觀塘、沙田、何文田、香港仔等地。大多數居
屋與出租公屋共用相同的樓宇設計，甚至由出租公屋改裝而成。

20 當時估計，至兩千零一年為止，會增加十萬個家庭希望能購買房屋，其中一半會來自原公屋租戶。長
遠房屋策略政策說明書。

21 董建華（2001），施政報告，香港特區政府。

22 公營房屋政策檢討報告書（2002）http://www.cityu.edu.hk/hkhousing/pdoc/pdoc2002(chi).pdf

23 除了月租，租客還要準備按金、水電按、水電費、上期、雜費、佣金 （根據社協研究，需繳交按金
的有 65.3%；需繳交水電按的有42.9%；需繳交水電費的有56.6%；需繳交上期的有11.1%；需繳交雜費
的有7.1%。）

24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籠屋、板房及套房租住問題研究報告2008]在2007年10 月至2008 年2 月期間，透
過1) 在街頭擺設諮詢站；2) 上門拜訪；及3) 中心個案面談；向居住於深水埗、土瓜灣、大角咀及油尖
旺等地區的籠屋、板間房及小套房單位作問卷調查。該會最後成功向101位租戶進行調查。

25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SoCO)(2011/1/2) [政府總部請願-對抗通脹、反對加價、新年願望、盡快上樓]

26 床位平均月租為429元。約70％床位租客付低於500元月租，幾乎沒有床位租客付超過1000元月租。

27 1265元不夠每月交租 :租津追不上樓價綜援人士盼調整 （新報）
http://www.hkdailynews.com.hk/news.php?id=156589&scid=4
租津大脫節 窮人要瞓街 (星島/張一華/)2011年5月9日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110508/3/o7gh.html

28 陳玉峰（12/08/2010） 。重建政策租客逼坐音樂椅。信報財經新聞網。 http://www.30sgroup.org/
publication/hkej/201008123910050.pdf

29 「人口凍結日」乃市區重建局宣布項目之後，以重建社工隊進入目標住宅施行人口調查以便賠償安置
作業的法定過程。

30 明愛莫張瑞勤社區中心。 張偉明 http://mcskcc.caritas.org.hk/public/modules/service/b4a_doc/
res26062008ppt.pdf。該中心發起立法會請願，訴求改善西區基層租客權益。參考香港商報
（07/01/2011）西環基層戶促寬限原區上樓。http://www.hkcd.com.hk/content/2011-01/07/
content_2668640.htm

31 具備香港永久居留權者，才能申請公屋。新移民（來港居住未滿七年）或準新移民（等待單程證批下
的雙程證居民）都無權申請。以一個家庭來說，申請時全家需有一半以上成員持有永久居留權，才符合
申請資格。申請之後，輪候時間由三至五年不等，若為青、中年單身人士，則往往超過五年。

32 九龍深水埗區順寧道關注組為鮮有案例。其運動論述可參考關注組網頁。http://
shunning6983.wordpress.com/category/順寧道重建關注組訊息/

33 有關「產權」如何限制居民在市區重建社會運動的參與，請參考 Huang, Shu-Mei. Lam, Kit (2010, 
Nov). Unsettling "civic participation" in Post-Handover Hong Kong.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Sustainable 
Landscapes：Pacific Rim Community Design Network Conference, Awajishima, Japan. （會議論文集出版於
2011）

http://www.hkoc.com.hk/aims.html
http://www.hkoc.com.hk/aims.html
http://www.cityu.edu.hk/hkhousing/pdoc/pdoc2002(chi).pdf
http://www.cityu.edu.hk/hkhousing/pdoc/pdoc2002(chi).pdf
http://www.hkdailynews.com.hk/news.php?id=156589&scid=4
http://www.hkdailynews.com.hk/news.php?id=156589&scid=4
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110508/3/o7gh.html
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110508/3/o7gh.html
http://www.30sgroup.org/publication/hkej/201008123910050.pdf
http://www.30sgroup.org/publication/hkej/201008123910050.pdf
http://www.30sgroup.org/publication/hkej/201008123910050.pdf
http://www.30sgroup.org/publication/hkej/201008123910050.pdf
http://mcskcc.caritas.org.hk/public/modules/service/b4a_doc/res26062008ppt.pdf
http://mcskcc.caritas.org.hk/public/modules/service/b4a_doc/res26062008ppt.pdf
http://mcskcc.caritas.org.hk/public/modules/service/b4a_doc/res26062008ppt.pdf
http://mcskcc.caritas.org.hk/public/modules/service/b4a_doc/res26062008ppt.pdf
http://www.hkcd.com.hk/content/2011-01/07/content_2668640.htm
http://www.hkcd.com.hk/content/2011-01/07/content_26686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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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強拍條例」訂立於一九九八年。適用該條例的另外兩類是餘下一戶拒絕接受收購者的業權超過10％
的樓宇；以及三十年樓齡以上的工業大廈。

35 請參考群策學社（Hong Kong Strategy）(04/03/2010)[促官商民共同合作 支持降低強拍門檻帶動經濟、
改善民生] http://hkstrategy.com/chi/Media/HKS_Press%20Release_CompulSale_chiFINAL.pdf

36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聯合聲明 http://www.cusu.hk/v2/node/135

37該問答討論可參考〔 立法會二十題：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指明較低百分比）
(04/05/2011）立法會會議上葉劉淑儀議員的提問和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的書面答覆〕：http://
notspacious.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3125335

38立法會祕書處，〔議案辯論參考資料摘要－檢討《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條例》的運作〕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sec/library/1011rn12-c.pdf

39 http://www.facebook.com/pages/因為生命所以關注田生集團-收樓情報網/136262519784836

40 香港政府也認同並強化「長者業主」需要特別關注的需求，撥款委託長者安居協會成立「平安鐘」服
務，協助高齡業主因應收樓、強拍等變動。「支援長者業主外展服務先導計劃」http://www.osseo.info/
home.php

41 月租約兩萬至四萬台幣。灣仔、中環的同面積服務式住宅則至少需要兩萬港幣／月，即約七萬台幣。

42 類似於台灣的公寓大廈管理制度，乃業主法定義務。

43 協利集團旗下服務式住宅品牌ACTS於香港共設3座服務式住宅，分別位於灣仔和跑馬地。其中ACTS 
Rednaxela提供面積650至1300呎，月租由38000至約110000元港幣不等。該集團計劃於未來3年再投資1
至2幢服務式住宅，鎖定港島區。http://www.hohojo.com/Article/MarketUpdates/20110225/11353/main.htm

44 計算式為 60（日租）*6間*30日=10800（港元/月），約台幣四萬元，該房面積不過零點七坪大。

45 星島日報 04/07/2011[加租35%至90% 租客促恢復租管] http://news.sina.com.hk/news/
2/1/1/2372334/1.html

46 根據香港特區政府日前發佈的《香港物業報告》顯示，截至2010年底，香港住宅空置量同比前年大幅
上升10%。期內空置率達4.7%，是空置率連續2年下跌後的首度回升。報告顯示，2010年香港住宅共落
成13410個單位，較2009年大幅增加87%，入住量為8030個單位，僅相當於年內落成量的60%，入住量
同比去年降低28%。 http://news.dichan.sina.com.cn
47 物業管理的價格和類型、品牌，也成為物業價值的指標，物業管理員，即香港稱「保安」，本身具有
都市研究上的重要意義，需要另外專論分析。

48 市區重建局案例可參考順寧道個案，詳紀錄片〔順寧道，走下去〕，影行者公司計畫出版中。

49 壹週刊以「棺材化」稱呼這種低成本暴利的空間生產。

50 明報，21/07/2011 [南豐擬全購Queen's Cube] http://news.sina.com.hk/news/2/1/1/2386542/1.html

51 鄭汝樺「居有其所」是目標,居屋是唯一途徑?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原刊載於信報4/5/2010 http://
www.thb.gov.hk/eng/policy/housing/policy/consultation/sth_article.pdf

52 許寶強，25/07/2011，[如何理解香港的政治危機]，明報。

53 不僅交通及房屋署長，政務司長唐英年、首富李嘉誠、許多立法會議員等都曾公開發表類似的概念，
希望香港人重拾「獅子山精神」，努力向上，並要求政府確保置業階梯的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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