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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2014 年土地 (雜項條文 )(修訂 )條例草案  

- 建議加重有關不合法佔用未批租政府土地的罰則  

 

 

引言   

 

在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

行政長官指令向立法會提交 2014年土地 (雜項條文 )(修訂 )條例

草案 (條例草案 )(載於附件 A)，加重有關不合法佔用未批租政

府土地罪行的罰則，以加強針對相關罪行的阻嚇作用。  

 

 

理據   

 

就不合法佔用未批租土地所採取的執法行動  

2. 土地是香港稀少及珍貴的資源。政府須確保土地用途得

到妥善管控。《土地 (雜項條文 )條例》 (第 28 章 ) (《條例》 )

的目的和前提是訂定條文規管與政府土地有關的事宜。地政總

署是負責土地管理和行政事宜的部門，而地政總署署長會依據

《條例》的多項條文執行有關工作。《條例》第 II 部題為「佔

用未批租土地」 (第 4 至 7 條 )，內容闡述發出佔用未批租土地

的許可證，以及對不合法佔用未批租土地、不合法在未批租土

地上建造構築物和不合法移走未批租土地的泥土、草皮或石頭，

採取執法行動的權力。《條例》第 6(4)、6(4A)和 7(4)條對有

關罪行及罰則作出規定。此外，第 6(5)條規定當局可向根據第

6(4)或 6(4A)條被定罪的人收回拆掉財產或構築物以及行使

《條例》第 6 條所賦權力而招致或引起的任何費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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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港未批租和未撥用的政府土地幅員廣泛，要有效監管

和巡查這些土地存在實際困難，而不合法佔用未批租土地和相

關罪行時有發生。在二零零八至二零一三年間，地政總署共處

理約 45 000 宗有關不合法佔用未批租土地的個案。鑑於土地

在香港被視為珍貴及具有相當價值的資源，個別不合法佔用未

批租土地的個案也曾被傳媒大幅報道，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社

會普遍存有共識，認為不應容忍這些行為，並且應迅速處理這

類個案，以收懲罰和阻嚇之效。  

 

罰則的阻嚇作用日漸減弱  

4. 一般而言，地政總署會視乎每宗不合法佔用未批租土地

個案的性質及情況，採取行動處理。有關行動包括發出停止佔

用通知書、進行清拆行動、參與涉及其他相關部門的聯合執法

行動，以及把個案轉介其他相關部門採取行動。地政總署亦會

按照法律意見，根據《條例》的相關條文，對有充分證據的個

案採取檢控行動。在二零零八至二零一三年間，地政總署根據

《條例》第 6(4)條對 67 宗不合法佔用未批租土地的個案採取

檢控行動。然而，第 6(4)條有關罪行的罰則，即最高罰款 10,000

元和監禁六個月，自《條例》於一九七二年制定以來未有作出

調整。在二零零八至二零一三年間違反《條例》第 6(4)條並被

定罪的 58 宗個案中，違例者被判罰款 500 元至 10,000 元不等

(除了一宗個案獲判監禁緩刑和一宗個案獲判無條件釋放外 )，

每宗個案罰款的平均數約為 4,700 元，而當中有六宗個案被判

處最高罰款額。被佔用的未批租土地面積大小不等，最小的不

足一平方米，最大的約為 4 600 平方米。  

 

5. 《條例》第 II 部就有關罪行和相應罰則所訂立的條文，

是針對不合法佔用未批租土地的執法制度的重要元素。該等罰

則既須配合社會發展情況，亦須維持足夠阻嚇力，以防止相關

罪行，這至為重要。現行罰款額顯然未能相應地反映有關罪行

的嚴重性，亦未能對有關罪行的初犯者及再犯者發揮所應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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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罰及阻嚇作用。至於《條例》第 6(4A)及 7(4)條有關不合法

在未批租土地上建造構築物及不合法將未批租土地的泥土、草

皮、石頭移走這兩項罪行的罰則，亦見類似情況。  

 

以往的審查工作  

6. 二零一二年三月，審計署完成有關政府土地管理工作的

審查，審查工作涵蓋地政總署為預防、偵察及糾正不合法佔用

政府土地的情況所採取的行動。其中，審計署建議政府檢討《條

例》第 6(4)條相關罪行的罰則，以收有效的阻嚇作用。此外，

審計署亦建議政府應考慮參考其他法例的類似條文，在《條例》

中增訂條文，規定可在相關罪行持續期間判處每日違例罰款。  

 

7. 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 (帳委會 )其後在二零一二年五月

仔細考慮了審計署的審查結果。帳委會認為，根據《條例》第

6(4)條所訂罪行而被定罪個案的罰款過於寬鬆，未能發揮足夠

阻嚇作用。帳委會強烈促請政府從速修訂法例以調高相關罰則，

並考慮引入每日違例罰款的制度，以加強阻嚇作用。  

 

加重罰則的建議條文  

8. 考慮上述各點，並參考了其他法例中性質相近罪行的罰

則條文，包括《建築物條例》 (第 123 章 )、《城市規劃條例》

(第 131 章 )和《廢物處置條例》 (第 354 章 )，我們認為有充分

理由加重罰則，並就《條例》第 6(4)條所訂的不合法佔用未批

租土地罪行引入每日違例罰款制度，以期更明確反映罪行的嚴

重性和加強阻嚇力。同樣地，我們亦有需要加重《條例》第

6(4A)及 7(4)條所訂兩項相關罪行的罰則，使之與《條例》第

6(4)條的罰則一致。鑑於就管控土地的使用而言，規劃機制與

土地管理機制兩者關係緊密，我們認為土地管理機制下不合法

佔用未批租土地的罪行的嚴重性，與規劃機制下的違例發展相

若。因此，我們以第 131 章的相關罰則條文作為《條例》修訂

建議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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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另一方面，儘管《條例》第 6(5)條訂明當局可向被定罪

的人收回有關費用，但《條例》並無明確條文，賦權法庭可下

令違反《條例》第 6(4)或 6(4A)條被定罪的人支付當局因進行

清拆工程所招致的費用。過往經驗顯示，法庭根據第 6(5)條作

出命令的權力或有不清晰之處。我們認為應修訂《條例》，明

確訂明法庭有權力在當局作出申請時，或由法庭主動向被定罪

的人作出命令，要求該人向當局支付有關費用。  

 

10. 透過修訂法例加重罰則的建議會向公眾傳遞一個清楚

的訊息，顯示政府決心有效打擊不合法佔用政府土地。另一方

面，除了透過對《條例》作修訂建議以加重罰則外，地政總署

亦正研究加強其執法行動的相關措施並會繼續這方面的工作，

以期能加強檢控。  

 

其他條文  

11. 我們會繼續注視《條例》中其他條文的執行情況，以考

慮是否需要和適宜檢討這些條文，從而進一步加強政府對已批

租和未批租土地的適當管控。如有需要，稍後亦會按適當情況

考慮和提議對《條例》作進一步修訂。  

 

 

條例草案  

 

12. 條例草案旨在加重《條例》第 II 部  —  「佔用未批租土

地」所涵蓋罪行的現有罰則，以及就相關事宜作出明文規定。

主要的條文如下—  

 

 第 6(4)條  - 不合法佔用未批租土地  

 

(a) 引入遞增的最高罰款制度，首次定罪可處罰款

500,000 元，其後每次定罪可處罰款 100 萬元；在兩

種情況下，現行六個月的最高監禁期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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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引入額外的每日罰款，就罪行持續期間的每一日，

另處罰款 50,000 元 (如屬首次定罪 )及 100,000 元 (如

屬其後每次定罪 )；  

 

 第 6(4A)條  - 不合法在未批租土地上建造構築物  

 

(c) 相應上文 (a)段所載修訂建議，將《條例》第 6(4A)(a)

及 (b)條所訂有關在未批租土地上建造構築物的罪行

的最高罰款額提高 50 倍，即由 50,000 元增加至 250

萬元 [下文分段 (i)]及由 10,000 元增加至 500,000 元

[下文分段 (ii)]，並引入遞增的最高罰款制度：  

 

(i) 如犯罪人以任何方式參與、或安排或指示建造

該構築物，目的在將該構築物處置以便為其本

人或他人圖利，首次定罪最高可處罰款 250 萬

元，其後每次定罪最高可處罰款 500 萬元；在

兩種情況下，現行一年的最高監禁期維持不

變；   

 

(ii) 如屬其他情況，首次定罪可處罰款 500,000 元，

其後每次定罪可處罰款 100 萬元；在兩種情況

下，現行六個月的最高監禁期維持不變；  

 

第 7(4)條  – 在沒有移走准許證的情況下，把未批租土

地的泥土、草皮、石頭移走  

 

(d) 相應上文 (a)段所載修訂建議，將在沒有移走准許證

下，把未批租土地的泥土、草皮、石頭移走的最高

罰款額提高 50 倍，即由 5,000 元增加至 250,000 元，

而現行六個月的最高監禁期維持不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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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第 6(6)及 (7)條  – 收回費用  

 

(e) 明確述明法庭有權應當局申請或主動下令，對根據

第 6(4)或 6(4A)條被定罪的人，飭令有關人士繳付當

局在拆掉財產或構築物以及行使《條例》第 6 條所

賦權力而招致或引起的任何費用。有關命令是在《條

例》對第 6(4)或 6(4A)條罪行所判處的任何罰則以上

附加的。  

 

現有罰則和建議罰則的對照表載於附件 B。  

 

 

立法程序時間表   

 

13. 立法程序時間表會如下：   

 

刊登憲報  二零一四年七月四日  

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  二零一四年七月九日  

恢復二讀辯論、委員會  

審議階段和三讀  

 

另行通知  

 

建議的影響   

 

14. 建議對財政及公務員均沒有直接影響，亦不大可能有任

何重大經濟影響。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

並對生產力、環境、家庭或可持續發展沒有影響。建議不會影

響《條例》的約束力。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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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   

 

15. 當局曾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就有關建議諮詢立

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委員普遍同意加重針對不合法佔用政府

土地罪行的罰則，以加強阻嚇作用。委員對我們修訂法例建議

的綱領沒有負面意見。   

 

16. 當局曾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就有關建議諮詢土

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 1。委員支持加重針對相關罪行的罰則以

加強阻嚇作用的建議。  

 

宣傳安排   

 

17. 我們會於今天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發出新聞稿，

並安排發言人回應傳媒查詢。   

 

背景  

 

18. 政府有責任確保土地的使用得到妥善管控。《條例》第

II 部訂明相關條文規管關於佔用未批租土地、在未批租土地上

建造構築物，以及將未批租土地的泥土、草皮、石頭移走的事

宜，當中包括相關的執法權力、罪行及罰則。  

 

19. 具體而言，《條例》訂定條文，授權法定當局可就任何

不合法佔用未批租土地或不合法在未批租土地上建造構築物

採取簡易行動清理土地；向任何須就這些違例事項負上法律責

任的人士提出檢控；以及向根據相關條文被定罪的人收回因行

使相關條文所賦權力拆掉財產或構築物而招致或引起的任何

費用。  

 

                                                 
1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屬諮詢組織，就有關規劃、土地和樓宇事項的政策和程序，通過發展局局

長向政府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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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地政總署負責土地的管理和行政工作，而地政總署署長

是根據《條例》多項條文 2獲賦權力執行有關工作的主要人員。  

 

 

查詢   

 

21.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與發展局首席助理

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羅建偉先生聯絡 (電話：3509 8830)。  

 

 

 

 

 

 

 

 

發展局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2根據《條例》第 3條及附表，地政總署署長、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及房屋委員會為屬其管轄的未

批租土地的指定當局，負責執行《條例》的第 5及 6條。至於執行《條例》第 7(2)及 7(3)條方面，

路政署署長為新界(不包括新九龍)區內屬於街道的未批租土地的指定當局，而市區及新界其餘未批

租土地的指定當局為地政總署署長。 



附件A





附件 B 

 

《土地 (雜項條文 )條例》 (第 2 8 章 )第 6 (4 )、 6( 4 A)及 7( 4 )條的現有罰則和建議罰則  

 

 

條 現行條文 現有罰則  建議罰則  

6(4) 不合法佔用未批租土地  

(4) 任何人並非根據許可證、撥地契據或撥地備忘錄而佔用

未批租土地，且在無合理辯解下未有遵照根據第 (1)款發出

的通知所飭令者而停止佔用該未批租土地，即屬犯罪，一

經定罪，可處罰款 10,000 元及監禁 6 個月。  

 

罰款  

10,000 元  

 

罰款  

首次定罪  

500,000元  +  

每天 50,000元  

 

其後每次定罪  

1,000,000元 +  

每天 100,000元 

 

監禁  

6 個月  



 2 

條 現行條文 現有罰則  建議罰則  

6(4A) 不合法在未批租土地上建造構築物  

(4A) 任何人 –  

(a) 以任何方式參與在未批租土地上建造構築物的工

作；或  

(b) 安排或指示在未批租土地上建造構築物，  

而該構築物並非根據許可證、撥地契據或撥地備忘錄而建

造者，即屬犯罪 –  

(i)  如犯罪者以任何方式參與、或安排或指示建造該

構築物，目的在將該構築物處置以便為其本人或

他人圖利，一經定罪，可處罰款 50,000 元及監禁

1 年；以及  

(ii)  如屬其他情況，一經定罪，可處罰款 10,000 元及

監禁 6 個月。  

 

 

罰款  

處置構築物以便圖利  

50,000 元  

 

 

 

 

任何其他情況  

10,000 元  

罰款  

處置構築物以便圖利  

首次定罪  

2,500,000 元  

其後每次定罪  

5,000,000 元  

 

任何其他情況  

首次定罪  

500,000 元  

其後每次定罪  

1,000,000 元  

監禁  

處置構築物以便圖利  

1 年  

任何其他情況  

6 個月  

7(4) 在沒有移走准許證的情況下，將未批租土地的泥土、草皮、

石頭移走  

(1) 任何人不得採掘或移走未批租土地的泥土、草皮或石

頭，但如根據及按照在本條下發出的移走准許證進行，則

不在此限。  

(4) 任何人違反第 (1)款的規定，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

處罰款 5,000 元及監禁 6 個月。  

罰款  

5,000 元  

罰款  

250,000 元  

監禁  

6 個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