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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全新的生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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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欢迎您与建屋局携手一起迈向崭新的家园!
在选择性整体重建计划(SERS)下，您将有机会迁入一个拥有99年屋契、崭新的现代化家园，
同时与现有街坊继续做邻居。
在接下来的几年内直到您的新居竣工为止，我们的SERS团队将细心引导您进行徙居的步骤。
这份资料册开启了您的徙居之旅，您可以从中获取有关SERS的资讯，以协助您为自己和家人
做出最佳的选择。您也可以从建屋局的官方网站 www.hdb.gov.sg/eSERS 下载相同的资料。
我们的SERS团队将不遗余力地确保您顺利完成整个徙居过程。您若需要任何协助，可直接联
络您的负责人，或通过以下任何一个管道与我们联系。我们期待与您一起体验这独特的徙居
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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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S团队全体同仁

位于宏茂桥的新居
我们的联络资料:
MyRequest@HDB
www.hdb.gov.sg/MyRequest

建屋局官方网站
SERS 热线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8点至下午5点）

1800 866 3070

eSERS
www.hdb.gov.sg/e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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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崭新家园之旅

决定徙置选择

宣布计划
2022年4月7日
您的组屋单位已经获选进行
选择性整体重建计划!您将
开始您的徙居旅程。

为组屋单位估价

共同设计新邻里

2022年第2季和第3季

2022年第3季

一名专业的私人估价师将登
门拜访，评估您组屋单位的
市场价值。

投选您心仪的邻里设施，
并为新邻里取名!

2023年第1季和第2季

2023年第4季和2024年第1季

购买位于宏茂桥的新替代组
屋、在组屋销售活动中购买
其他地点的组屋、出售或转
让现有组屋、还是交还现有
组屋以换取赔偿金和特惠
金？作出您的选择吧！

在2023年第4季选购新组屋
之前，我们将通知您选购组
屋的日子, 并提供新组屋的资
料册与价格表 。

2028年第1季和第2季

前来大巴窑6巷的建屋局中心
选购您的新组屋！

领取钥匙后，您有长达四个
月的时间装修和迁入新居。

请留意各项截止日期。

2022年4月9日至14日
重建计划分享会将在您住家
附近举行。快来了解更多有
关您新家园的详情！

2022年第2季和第3季
前来位于大巴窑6巷的建屋
局中心出席土地收入征收司
的面议。在面议上，我们将
与您核实有关您组屋单位的
资料，并为您拟定购买新组
屋单位的财务规划。

搬迁

交还您的现有组屋，以领取
剩余的赔偿金 (如有) 。

领取钥匙

出席“SERS联系”
参加分享会

选购新组屋

接获赔偿金通知书
2022年第4季
我们将通知您赔偿金总额。

申请新组屋
2023年第1季
如果您决定购买指定邻里的
新替代组屋单位，您必需上
网提交申请。

2027年第4季和2028年
第1季 - 需要付款
您的新居竣工了！请到建
屋局中心领取钥匙。
在您还清现有组屋的贷
款、产业税等有关欠款
后，您可以用剩余的赔偿
金来购买新组屋或要求预
支高达$35,000来装修新
组屋。

欢庆迁居之喜
您的徙居之旅已到了
尾声。希望您能在新
居展开一个全新的生
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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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赔偿金
我们将赔偿您按重建计划宣布时您现有组屋单位的市价以及合理开销，来协助您搬迁。

现有组屋的估计赔偿金范围如下：

3房式组屋屋主的估计赔偿总额

重建计划宣布时现有组屋的市场价值
专业估价师将视察每一间组屋单位以估计市价。

屋内面积
现有组屋的市价
合理开支

估价时所考量因素包括：

总额

68平方米

82平方米

$290,000 至 $340,000

$340,000 至 $390,000

$14,300 至 $15,300

$15,300 至 $16,700

$304,300 至 $355,300

$355,300 至 $406,700

组屋类型与面积
所在楼层
公开市场上同等组屋
类型的转售价格

和

4房式组屋屋主的估计赔偿总额

剩余屋契
装修程度
组屋朝向

屋内面积
现有组屋的市价
合理开支

赔偿金总额

=

+
合理开支
每户 $10,000的搬迁费

总额

$380,000 至 $450,000
$16,300 至 $18,500
$396,300 至 $468,500

若组屋单位是结合式或已加入屋契回购计划，我们将会另行通知屋主估计赔偿金总额。

您不可以将现有组屋单位内已纳入估价的装置(注2)拆除。

+
印花税和律师费 (注1)
（按购买与现有组屋同等价值的替代组屋来计算）

注
1 请参阅第57页1点的附注。

92/93平方米

注
2 请参阅第57页2点的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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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宏茂桥的新居
迈向多姿多彩的美好新生活!

以现代的设计和翠绿环境为特色，替代邻里共有1,065个新组屋单位供您选择。请参考地图，看看您
新居附近的设施！

毗邻的工艺教育中区学院内设有多种餐饮设施及超级市场，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您与家人也可到
附近的静山湿巴刹和熟食中心，购买新鲜食品和品尝各种美食。

1

1

2
替代邻里
(1,065个新单位）

2

距离您的新居仅几分钟车程的宏茂桥购物城、银禧娱乐中心及日顺坊，是您可以尽情购物的好去处。除
了中央高速公路及各条主要公路汇成的综合交通网之外，您也可以利用四通八达的地铁网络(通过南北地
铁线上的宏茂桥地铁站和杨厝港地铁站)及高效的公共巴士服务，轻松、快捷地前往市区和其他地方。
3

3

附近的杨厝港体育中心内也设有健身房、体育厅及游泳馆等多种体育设施，让您能享有健康活跃的生活
体验。

6

5

绿意盎然的优美环境
结束了忙碌的一天，回到绿意盎然的清幽环境，让您忘却都市的喧嚣烦杂。在这里，您可以松弛身心，
或与家人共享天伦，或与邻居联络感情。

4

您新居的环境经过精心设计，设有各种康乐及休闲设施，如邻里凉亭、健身站和园林。看着自己的孩子
或孙子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玩乐, 让您倍觉安心。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 组屋与有盖停车场之间的有盖走廊
将让您舒舒服服地在邻里步行。

6

5

1 以上地图非按比例
2 以上的资料显示相关法定机构和政府部门的现有规划概念。如有所需，有关当局将进行检讨与修改。
3 我们可能调整所提供的各组屋类型的单位数目，以满足居民的住屋需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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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宏茂桥的新居
家具陈设概念图

组屋类型
新替代组屋单位均以津贴价出售。售价以宣布重建计划时为准，以确保您不受日后房市起伏的影响。

典型的2房式灵活计划单位平面图
估计总面积 38 平方米
(包括36平方米的屋内面积和放置冷气压缩机壁架的面积。
)

典型的2房式灵活计划单位平面图
估计总面积 48 平方米
(包括46平方米的屋内面积和放置冷气压缩机壁架的面积。
)

预计竣工期: 2027年第3季

位于宏茂桥的新组屋（共1,065个单位）
组屋类型
（屋内面积）
（注3）

估计津贴售价
（享有重建计划徙置津贴前的售价）
（注4）

2房式灵活计划（36/46平方米）

$169,000至$247,000

3房式 (65平方米)

$292,000至$384,000

4房式 (80平方米)

$396,000至$487,000

4房式 (90平方米)

$438,000至$563,000

典型的3房式单位平面图
估计总面积 67 平方米
(包括65平方米的屋内面积和放置冷气压缩机壁架的面积。
)

典型的4房式单位平面图
估计总面积 82 平方米
(包括80平方米的屋内面积和放置冷气压缩机壁架的面积。
)

注
3 按单位内墙的中间线测量，从而估计单位面积。
4 请参阅第57页3点的附注。

典型的4房式单位平面图
估计总面积 92 平方米
(包括90平方米的屋内面积和放置冷气压缩机壁架的面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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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宏茂桥的新居
我的新居内

客厅/饭厅和卧房的地板

所有新组屋单位都备有常见的装置，如：

客厅和饭厅内将铺上瓷砖与层压聚氯乙烯踢脚
线。卧房则铺设乙烯基地板与层压聚氯乙烯踢
脚线。

所提供的装置
客厅/饭厅地板

卧房的地板

2房式灵活计划单位的客厅、饭厅与卧房都将
铺设乙烯基地板与层压聚氯乙烯踢脚线。

厨房 /浴室墙砖和地砖

组屋类型

大门和铁栅门

墙壁电源插座

窗户

为了让您装修更省事一些，您可以选择让我们负责为您安装浴室及卧房房门、客厅/饭厅及卧房的地板
和卫浴设备。
您可以在选购新组屋单位时，同时选择这些额外的装置。装置的价格将并入您新组屋单位的售价。有了
这些装置，您可以更轻易地装修新居!

2房式灵活计划
(36平方米)*

2房式灵活计划
(46平方米)*

3房式
(65平方米)

4房式
(80平方米)

4房式
(90平方米)

$3,100

$3,600

$6,100

$7,600

$8,200

选择全部额外装置
的估计价格
*

选购2房式灵活单位的屋主，若您选择安装客厅/饭厅及卧房地板，客厅和卧房之间的隔墙将是三片滑动式的。若您没选择安装客厅/饭厅及卧房
地板，客厅和卧房之间的隔墙则是两片滑动式和一道固定短墙。

装饰您的新居!
在新居的布置上发挥您的创意、展现您的个人风格! 以下是您的新居在装修后可能展现的面貌!
组屋单位将设有开放式的厨房设计，让您享有更宽敞且更灵活的空间来设计家具的摆设。

选择性
项目配套

注
所有图片仅供参考而已。
实际规格可能会稍作更改。

内门

卫浴设备

层压聚氯乙烯的卧房房
门和层压聚氯乙烯的折
叠浴室门。

洗脸盆与混合式水龙头和混
合式淋浴龙头与淋浴器。

注
所有图片仅供参考而已。
实际规格可能会稍作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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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我的新居

位于宏茂桥的新居
您的现有组屋赔偿金将可用来购买新居。若有差额，您可以用现金或公积金填补。若符合条件，您也可
以申请贷款。

您的赔偿金总额将先用来还清现有组屋单位的贷款、缴付产业税、退还公积金储蓄及应计利息和偿还有
关欠款。之后，剩余的款项将以现金支付给您。如果您无需使用剩余的款项来购买新组屋单位，在保留
$1,000后，您可以在领取新组屋钥匙后要求预支高达$35,000来装修新组屋。

举例： 现有组屋为3房式单位
现有组屋的屋内面积

68平方米
$315,000

位于6楼现有组屋的估计市价
新替代组屋类型（屋内面积）
位于6楼持有99年屋契的新组屋在享
有$30,000重建计划徙置津贴后的预
估售价
余额（现金和/或公积金）

付款

3房式单位
（65平方米）

2房式灵活计划单位
（46平方米）

$308,000

$202,000

$7,000

$113,000

现有组屋的
赔偿金总额

扣除

未还清的

剩余赔偿金

房屋贷款

退款

余额
(如有)

公积金

(包括暂时保留的$1,000)
注: 若有剩余，您可以在领取新组屋钥
匙之后从中预支最多$35,000。

(加利息)

接下来，您可以动用公积金普通户头里的所有公积金(退款和储蓄)来购买新组屋。若您的公积金不足，
您必需考虑如何缴清余额 。

新组屋的
售价

举例：现有组屋为4房式单位
现有组屋的屋内面积

产业税

享有重建计
划徙置津
贴！

+

印花税和律师费
(您的新组屋）

(若符合条件)

-

所有新屋主普通户头
的公积金存款
(包括任何退还的公积金)

92或93平方米

剩余赔偿金

新替代组屋类型（屋内面积）
位于6楼持有99年屋契的新组屋在享
有$30,000重建计划徙置津贴后的预
估售价
余额（现金和/或公积金）

（保留$1,000后）

$415,000

位于6楼现有组屋的估计市价
4房式单位
（80平方米）

3房式单位
（65平方米）

=

需缴付的款项

可以用

个人储蓄
新房屋贷款

$402,000

$308,000

$13,000

$107,000
在付清新居的全部款项后,您在交还现有组屋单位时将获得任何剩余的赔偿金，包括原先保留的
$1,000赔偿金。

以上例子仅供参考。计算假设屋主将所退还的公积金全数用来够买新组屋单位，也符合条件享有
$30,000的重建计划徙置津贴，并且已付清现有组屋单位的房屋贷款。实际所需填补数额或所得余额依
个别屋主的财务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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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我的新居
第

一
步

我的徙置选项

申请新替代组屋单位时，根据您所符合申请的组屋类型和所提供选购的组屋类型
根据您所符合申请的组屋类型和所提供选购的组屋类型
注明选择。申请后，您将不能更换组屋类型。若有超过一个替代邻里或组屋类型
注明选择。申请后，您将不能更换组屋类型
有不同面积供选购，您将根据电脑抽签的选购次序从可选购的替代邻里和组屋面
积中选购您心仪的组屋单位。

供您参考的选项有：
选项

1.

我们将采用电脑抽签方式，来决定您选购新组屋单位的次序。我们将给所有
屋主同等的机会。

出租替代组屋

第

在领取替代组屋钥匙后，您（只限新加坡公民）必需居住至少
至少五年才可以出租整间替代组屋。您
在出租整间替代组屋之前必需获得我们的批准。

于指定的日期和时间前往建屋局，并从提供的替代邻里中选购新组屋单位。

步

2.

常见问题与解答

Q1
A

2023年第1季

购买私人房产或转售替代组屋
在重建计划宣布后，您不能购买私人房产或获取产权 (注5) 。您只能在领取新组屋钥匙后居住
至少五年才可以购买私人房产、获取产权、或转售替代组屋。

步

三

选购一间位于替代邻里的全新99年屋契的组屋
享有购屋津贴
我们将视购买替代组屋的屋主为享有一次购屋津贴。

第

二

截止日期

以下是您可能存有的疑问。

我可以在新邻里继续与我现有的邻
居为邻吗？
没问题！多达六户家庭可在同一天一
起选购新组屋单位。
在申请新组屋时要求联合选购计划的
几户家庭将一起抽签一个轮候位置。
然后在这几户家庭之间，将有另一轮
抽签以决定选购组屋单位的次序。您
和您的邻居是否能够选购靠近彼此的
新组屋单位，将取决于在选购时的供
应情况。
联合选购计划下的家庭将不会享有选
购新组屋的优先权。

Q2
A

我肯定会获得我所申请的组屋类型吗？
新组屋的分配视供应量和需求而定。根据
我们的经验，屋主一般上都能选购自己所
申请的组屋类型。

Q3

我的已婚子女可以在提供的替代邻里购买
组屋单位吗？

A

替代邻里的组屋目前只供重建计划的屋主
选购。若您的已婚子女符合条件向我们直
接购买组屋(非公民配偶家庭除外)，他们
可以考虑在您的现有邻里(即宣布重建的邻
里)购买转售组屋。这样一来，他们就能享
有徙置利益，在替代邻里选购一间靠近您
的新组屋单位。

选购其他地点的组屋，并享有徙置利益

2023年5月31日

您可以在预购组屋或剩余组屋销售计划下选购其他地点的组屋，并享有徙置利益和10%的优先
分配(注6)，或在常年开放的订购组屋中选购其他地点的组屋，并享有徙置利益。您在预购组
屋或剩余组屋销售计划下所选购的组屋，交屋期不能迟过2029年3月31日。
如果您在预购组屋或剩余组屋销售计划下受邀选购单位时、或在常年开放的订购组屋中选购了
单位后，决定取消申请，您可以申请新的替代组屋单位，但会被安排最后一个选购替代组屋单
位。
享有购屋津贴
我们将视在其他地点购买替代组屋的屋主为享有一次购屋津贴。
购买私人房产或转售替代组屋
在重建计划宣布后，您不能购买私人房产或获得产权 (注5) 。您只能在领取新组屋钥匙后居住
至少五年才可以购买私人房产、获得产权、或转售替代组屋。
出租替代组屋
在领取替代组屋钥匙后，您 ( 只限新加坡公民 ) 必需居住至少
至少五年才可以出租整间替代组屋。您
在出租整间替代组屋之前必需获得我们的批准。

注
5 请参阅第57页4点的附注。
6 请参阅第57页5点的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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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徙置选项
3. 连同徙置利益出售或转让现有组屋（从2022年5月7日起）

2023年3月31日

为了让您有时间了解您的徙置利益、以决定是否连同徙置利益出售或转让现有的组屋, 您不可在选择性整体
重建计划宣布后的一个月内出售或转让现有组屋。若您决定出售或转让现有组屋，您可以从2022年5月7日
至2023年3月31日，给予买主选购权书并提交转售组屋申请、或提交您的转让申请。
享有购屋津贴
我们将视连同徙置利益出售现有组屋的屋主为享有一次购屋津贴。若您的现有组屋是直接向我们购买、或
在公开市场上以公积金购屋津贴购买的，在出售现有组屋后, 我们将视您为享有两次购屋津贴。同时, 我们
也将视您为享有一次徙置利益。
连同徙置利益出售现有组屋
您只能将组屋卖给符合条件向我们直接购买99年屋契的组屋的核心家庭（非公民配偶家庭除外）。一般
上，我们将给您的买主与您相同的徙置利益。但若您（i）还未达到现有组屋的最低居住年限或（ii）在宣
布计划前的30个月内曾卖掉私人房产，买主就无法获得重建计划徙置津贴。
您可以上www.hdb.gov.sg/eSERS获取有关可转让给买主的徙置利益的资料。如果您有意出售现有组屋，
可以在给予买主选购权书之前，向我们索取出售现有组屋的资格证。
连同徙置利益转让现有组屋
若您的家庭现况有了变化，例如结婚、离婚或屋主不幸逝世，您能在无经济考量的情况下把现有组屋单位
转让给家人。在申请转让手续前，您和新的屋主应该考虑到该符合的转让条件和财务状况。如果您想把现
有组屋转让给符合条件的家人，请与分局的负责人联系。
获准转让现有组屋后, 新屋主所得到的徙置利益将是您和新屋主之间较受局限的一套。
购买私人房产
在完成出售或转让现有组屋法律上的手续后, 您才可以购买私人房产或获取产权 (注5) 。

每户家庭所获得的徙置利益 (注7) 取决于他们各自的家庭情况。

参阅以下的图表，看看您能获得哪项徙置利益！
开始
您目前是否拥有私人房产
？
(注5）？

是

拥有私人房产的屋主
请参阅第56页

否
您之前参与过选择性整体
重建计划吗?

是

参与过选择性整体重建
计划的家庭
请参阅第55页

否
您向我们购买多过一间组屋单位
吗？或享有过公积金购屋津贴和曾
向我们购买至少一间组屋单位？

是

第三次购屋者
请参阅第55页

否
4. 选择赔偿金和特惠金以取代重建计划的徙置利益

-

特惠金数额
我们将给予$30,000，加上合格屋主所能获得的重建计划徙置津贴。若您（i）还未达到现有组屋的最低居
住年限或（ii）在申请特惠金的前30个月内曾卖掉私人房产，您将不能获得重建计划徙置津贴，即只能得到
$30,000的特惠金。特惠金的总数当中，一半将以现金支付给您，另一半则存入您的公积金普通户头。
享有购屋津贴
我们将视获得特惠金的屋主为享有一次购屋津贴。若您的现有组屋是直接向我们购买、或是在公开市场上以
公积金购屋津贴购买的，在交还现有组屋时，我们将视您为享有两次购屋津贴。同时，我们也将视您为享有
一次徙置利益。
支付转售费
您在放弃徙置利益并取得特惠金后，若符合条件而再次向我们购买津贴价组屋或向私人发展商购买执行共
管公寓，您必需缴付转售费。转售费的数额将以现有组屋类型来计算。

您是否以核心家庭购买现
有组屋？

否
a. 联名单身公民者
请参阅第53页

b. 单身公民者
请参阅第54页

a. 首次及第二次购屋者
在一般情况下，符合条件向我
们直接购买99年屋契的组屋的
家庭

请参阅第50页

b. 非公民配偶家庭
请参阅第51页

c. 新加坡永久居民家庭
请参阅第52页

d. 独居屋主
屋主之前以核心家庭购买
现有组屋，但因配偶、父母
或子女逝世而独自拥有组屋

购买私人房产
您只能在交还现有组屋后才可购买私人房产 (注5) 。
向我们申请租赁组屋
您只能在交还现有组屋的30个月后，才可根据现行条例向我们申请租赁组屋。

请参阅第53页

向我们再次申请房屋贷款的限制
将来若您向我们再次申请房屋贷款，您可借贷的款额（根据您的贷款资格和信贷评估而定）必须减去以现
金支付给您的特惠金。

注
5 请参阅第57页4点的附注。

是

注
5 请参阅第57页4点的附注。
7 请参阅第57页6点的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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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及第二次购屋者

非公民配偶家庭

首次购屋者是指未享有购屋津贴的家庭，即从未直接向我们购买过组屋或向发展商购买过执行共管公寓
(EC)或设计、承建与销售计划(DBSS)下的组屋单位，也从未享有公积金购屋津贴或任何购屋津贴。

指由一名新加坡公民、和一名非新加坡公民也非新加坡永久居民配偶组成的家庭。

第二次购屋者是指已享有一次购屋津贴的家庭，即曾直接向我们购买过一个组屋单位或向发展商购买过
一间执行共管公寓(EC)或设计、承建与销售计划(DBSS)下的组屋单位，或享有过公积金购屋津贴或任何
购屋津贴。
徙置利益
重建计划徙置津
购 买 新 组 屋 的 $30,000
$30,000津 贴
贴（注4）
组屋类型
豁免费用

不超过5房式
5房式或三代同堂
三代同堂（若
符合额外的条件）新组屋（注8)

现有组
屋贷款
的类别:

免付行政与订购费

延后付款

延后所有新组屋单位的付款,
直到您领取新单位的钥匙

建屋局优惠利率贷款

豁免费用

免付行政与订购费

延后付款

延后所有新组屋单位的付款,
直到您领取新单位的钥匙

1

若您的现有组屋是直接向我们购买或以公积金购
屋津贴在公开市场上购买的，您在购买替代组屋
时，我们将不会向您征收转售费或附加费。

优惠
2

建屋局优惠利率贷款
现有组
屋贷款
的类别

在重建计划宣布时，首次购屋者若已经在预
购组屋或剩余组屋销售计划下, 或在常年开放
的订购组屋中申请或订购了组屋，您将可以:
i. 保留申请并享有徙置利益；或
ii. 以公众人士身份保留申请，并将现有组屋
连同徙置利益出售或交还现有组屋以获取
赔偿金与特惠金(购屋者需根据组屋类型
支付转售费); 之后您将被视为享有两次购
屋津贴；或
iii. 取消申请，选择重建计划下的其中一个徙
置选项。
第二次购屋者可选择选项 (i) 或 (iii)。若您选
择将现有组屋连同徙置利益出售或交还现有
组屋以获取赔偿金与特惠金，您将被视为享
有两次购屋津贴，并因此需取消您在组屋销
售活动中的申请。

1

在重建计划宣布时, 如果非公民配偶家庭的
新加坡公民在35岁以下，他的配偶需拥有
为期至少6个月的长期探访准证或工作准
证，以享有$15,000的重建计划徙置津贴。

2

若您符合条件，也从未直接向我们购买过
组屋、或向发展商购买过执行共管公寓或设
计、承建与销售计划下的组屋单位，或享有
公积金购屋津贴或任何购屋津贴，您可以申
请额外安居津贴
额外安居津贴(注12)。

若您的现有组屋是直接向我们购买或以公积金购
屋津贴在公开市场上购买的，您在购买替代组屋
时，我们将不会向您征收转售费或附加费。

优惠
若您曾经售出一间津贴价组屋, 或售出一间以公积
金购屋津贴购买的转售组屋、设计、承建与销售
计划下的组屋或执行共管公寓，并选择延后支付
转售费或附加费，在购买替代组屋时，您必需支
付转售费或附加费 (注10) 。
您所需支付的转售费或附加费将以$30,000为顶
限。若您是在1985年7月至1997年5月之间售出
第一间津贴价组屋并在当时选择了支付附加费，
您可以选择把附加费换成顶限为$30,000的转售
费（若较低）。
您可向您的负责人了解关于支付转售费或附加
费的多种方式，包括从现有组屋的赔偿金扣除
款项。

建屋局市场利率或银行贷款

有关详情

转售费或附加费（若适用）
豁免

替代组屋的最高贷款额视信贷评估
信贷评估
(注11)而定
如有所需，请申请银行贷款

建屋局市场利率或银行贷款

若符合条件，首次购屋者可以申请额外安居
额外安居
津贴(注12）。
津贴

豁免

您所需支付的转售费或附加费将以$30,000为顶
限。若您是在1985年7月至1997年5月之间售出
第一间津贴价组屋并在当时选择了支付附加费，
您可以选择把附加费换成顶限为$30,000的转售
费（若较低）。

组屋类型

有关详情

转售费或附加费（若适用）

若您曾经售出一间津贴价组屋, 或售出一间以公积
金购屋津贴购买的转售组屋、设计、承建与销售
计划下的组屋或执行共管公寓，并选择延后支付
转售费或附加费，在购买替代组屋时，您必需支
付转售费或附加费 (注10) 。

房屋贷款

如有所需，请申请银行贷款

首次购屋的公
在直接向我们购买组屋时, 免
民/ 永久居民家
付$10,000的附加费
庭（注9）

重建计划徙置津
$15,000津贴
购买新组屋的$15,000
贴（注4)
不超过5
5 房 式 或三
三 代 同 堂 (若
符合额外的条件)新组屋(注8)

替代组屋的最高贷款额视信贷评估
信贷评估
(注11）而定

房屋贷款

徙置利益

在重建计划宣布时，若您已经在预购组屋或
剩余组屋销售计划下，或在常年开放的订购
组屋中申请或订购了组屋，您将可以:
3

i. 保留申请并享有徙置利益；或
ii. 取消申请，并选择重建计划下的其中一
个徙置选项。
我们将提供一份表格, 让您填写您的选择。

我们将提供一份表格, 让您填写您的选择。

您可向您的负责人了解关于支付转售费或附加
费的多种方式，包括从现有组屋的赔偿金扣除
款项。

注
4 请参阅第57页3点的附注。
8 请参阅第57页7点的附注。
9 永久居民家庭指一个除了您是新加坡公民外，其他一起申请组屋
的成员则是永久居民。

10 请参阅第58页8点的附注。
11 请参阅第58页9点的附注。
12 请参阅第59页10点的附注。

注
4 请参阅第57页3点的附注。
8 请参阅第57页7点的附注。
10 请参阅第58页8点的附注。

11 请参阅第58页9点的附注。
12 请参阅第59页10点的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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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永久居民家庭

独居屋主和联名单身公民者

指屋主皆非新加坡公民的家庭。

独居屋主是指之前以核心家庭购买现有组屋，但因配偶、父母或子女逝世而独居的屋主。
联名单身公民者是指至少两名单身公民联名购买现有组屋的屋主。

徙置利益

房屋贷款

津贴售价

以津贴价格出售的新组屋（无
重建计划徙置津贴）

如有所需，请申请银行贷款

组屋类型

不超过5房式
5房式或三代同堂
三代同堂（若符
合额外的条件）新组屋（注8)

有关详情

豁免费用

免付行政与订购费

延后付款

延后所有新组屋单位的付款,
直到您领取新单位的钥匙

1

转售费或附加费（若适用）
优惠
若您曾经售出一间津贴价组屋, 或售出一间以公积
金购屋津贴购买的转售组屋、设计、承建与销售
计划下的组屋或执行共管公寓，并选择延后支付
转售费或附加费，在购买替代组屋时，您必需支
付转售费或附加费 (注10) 。
您所需支付的转售费或附加费将以$30,000为顶
限。若您是在1985年7月至1997年5月之间售出
第一间津贴价组屋并在当时选择了支付附加费，
您可以选择把附加费换成顶限为$30,000的转售
费（若较低）。
您可向您的负责人了解关于支付转售费或附加
费的多种方式，包括从现有组屋的赔偿金扣除
款项。

在领取钥匙前，若a）任何一名家庭成员
(至少21岁）成为新加坡公民，并联名申请
替代组屋，而b）家庭也符合条件向我们直
接购买99年屋契的组屋，您将获得$30,000
重建计划徙置津贴。您也可以申请建屋局的
优惠利率房屋贷款。最高贷款额视信贷评估
信贷评估
而定(注11) 。

徙置利益
重建计划徙置
$30,000津贴
购买新组屋的$30,000
津贴（注4)
津贴
组屋类型

4房式新组屋或与现有
不超过4房式
组屋类型相等
相等，以较大的组屋
类型为准

豁免费用

免付行政与订购费

延后付款

延后所有新组屋单位的付款,
直到您领取新单位的钥匙

2

若您仍是新加坡永久居民家庭，您不能出租
整间替代组屋。

转售费或附加费（若适用）

3

若您在达到最低居住期限后购买私人房产或
获取产权，您必需在6个月内出售替代组屋。

若您的现有组屋是直接向我们购买或以公积金购
屋津贴在公开市场上购买的，您在购买替代组屋
时，我们将不会向您征收转售费或附加费。

豁免

房屋贷款
建屋局优惠利率贷款
现有组
屋贷款
的类别:

建屋局市场利率或银行贷款
如有所需，请申请银行贷款
有关详情

1

若您符合条件，也从未直接向我们购买过
组屋、或向发展商购买过执行共管公寓或设
计、承建与销售计划下的组屋单位，或享有
公积金购屋津贴或任何购屋津贴，您可以申
请额外安居津贴
额外安居津贴(注12)。
在重建计划宣布时，若您已经在预购组屋或
剩余组屋销售计划下，或在常年开放的订购
组屋中申请或订购了组屋，您将可以:

优惠
若您曾经售出一间津贴价组屋, 或售出一间以公积
金购屋津贴购买的转售组屋、设计、承建与销售
计划下的组屋或执行共管公寓，并选择延后支付
转售费或附加费，在购买替代组屋时，您必需支
付转售费或附加费 (注10) 。

替代组屋的最高贷款额视信贷评估
信贷评估
(注11)而定

2

i. 保留申请并享有徙置利益；或
ii. 取消申请，并选择重建计划下的其中一
个徙置选项。
我们将提供一份表格, 让您填写您的选择。

您所需支付的转售费或附加费将以$30,000为顶
限。若您是在1985年7月至1997年5月之间售出
第一间津贴价组屋并在当时选择了支付附加费，
您可以选择把附加费换成顶限为$30,000的转售
费（若较低）。
您可向您的负责人了解关于支付转售费或附加
费的多种方式，包括从现有组屋的赔偿金扣除
款项。

注
8 请参阅第57页7点的附注。
10 请参阅第58页8点的附注。
11 请参阅第58页9点的附注。

注
4 请参阅第57页3点的附注。
10 请参阅第58页8点的附注。

11 请参阅第58页9点的附注。
12 请参阅第59页10点的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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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徙置利益

单身公民者

第三次购屋者和参与过选择性整体重建计划的家庭

指在单身公民计划下购买现有组屋的屋主。
徙置利益
重建计划徙置
津贴(注4)
津贴

购买新组屋的$15,000
$15,000津贴

组屋类型

3房式新组屋或与现有组
不超过3房式
屋类型相等
相等，以较大的组屋类型
为准

豁免费用

免付行政与订购费

延后付款

延后所有新组屋单位的付款, 直
到您领取新单位的钥匙

房屋贷款
建屋局优惠利率贷款
现有组
屋贷款
的类别

1

优惠

您所需支付的转售费或附加费将以$30,000为顶
限。若您是在1985年7月至1997年5月之间售出
第一间津贴价组屋并在当时选择了支付附加费，
您可以选择把附加费换成顶限为$30,000的转售
费（若较低）。

2

若您(a)在替代组屋的申请中加入(i)父母或
子女以组成核心家庭或(ii)在领取新组屋钥
匙前合法结婚;并(b)符合条件向我们直接购
买99年屋契的组屋(不包括非公民配偶家庭)
，您的徙置利益将提升至可购买不超过5房
式的替代组屋，并可获得$30,000的重建计
划徙置津贴。

若您符合条件，也从未直接向我们购买过
组屋、或向发展商购买过执行共管公寓或设
计、承建与销售计划下的组屋单位，或享有
公积金购屋津贴或任何购屋津贴，您可以申
请额外安居津贴
额外安居津贴(注12)。
在重建计划宣布时，若您已经在预购组屋或
剩余组屋销售计划下，或在常年开放的订购
组屋中申请或订购了组屋，您将可以:

3

i. 保留申请并享有徙置利益；或
ii. 取消申请，并选择重建计划下的其中一
个徙置选项。

您可向您的负责人了解关于支付转售费或附加
费的多种方式，包括从现有组屋的赔偿金扣除
款项。

我们将提供一份表格, 让您填写您的选择。

4

注
4 请参阅第57页3点的附注。
10 请参阅第58页8点的附注。

徙置利益
津贴售价

以津贴价格出售的新组屋(无重
建计划徙置津贴)

组屋类型

不超过3房式
3房式新组屋（单身者), 4
房式新组屋（独居屋主和联名单
身公民者), 5房
5房式
式新组屋（核心家
庭）或三代同堂
三代同堂（若符合额外的
条件）新组屋（注8）或与现有
组屋类型相等，以比较大的组屋
类型为准

有关详情

若您的现有组屋是直接向我们购买或以公积金购
屋津贴在公开市场上购买的，您在购买替代组屋
时，我们将不会向您征收转售费或附加费。

若您曾经售出一间津贴价组屋, 或售出一间以公积
金购屋津贴购买的转售组屋、设计、承建与销售
计划下的组屋或执行共管公寓，并选择延后支付
转售费或附加费，在购买替代组屋时，您必需支
付转售费或附加费 (注10) 。

参与过选择性整体重建计划是指在选择性整体重建计划下享有过徙置津贴的家庭。

建屋局市场利率或银行贷款
如有所需，请申请银行贷款

转售费或附加费（若适用）
豁免

替代组屋的最高贷款额视信贷评估
信贷评估
(注11）而定

第三次购屋者是指已享有两次购屋津贴的屋主，即曾向我们直接购买多过一间组屋、或已享有公积金购
屋津贴并向我们直接购买过至少一间组屋。

若您现有的3房式组屋的屋内面积比指定替
代地点的3房式组屋的屋内面积大至少10%
，您可以在指定替代地点选择购买不超过4
房式的新组屋。若您在预购组屋或剩余组屋
销售计划下 ，或在常年开放的订购组屋中申
请位于其他地点的组屋，您只能选购不超过
3房式的新组屋。

11 请参阅第58页9点的附注。
12 请参阅第59页10点的附注。

豁免费用

免付行政与订购费

延后付款

延后所有新组屋单位的付款, 直
到您领取新单位的钥匙
转售费或附加费（若适用）
优惠

已支付转售费或附加费的第三次购屋者将无需再
支付转售费或附加费。
若您曾经售出一间津贴价组屋, 或售出一间以公积
金购屋津贴购买的转售组屋、设计、承建与销售
计划下的组屋或执行共管公寓，并选择延后支付
转售费或附加费，在购买替代组屋时，您必需支
付转售费或附加费 (注10) 。
您所需支付的转售费或附加费将以$30,000为顶
限。若您是在1985年7月至1997年5月之间售出
第一间津贴价组屋并在当时选择了支付附加费，
您可以选择把附加费换成顶限为$30,000的转售
费（若较低）。
您可向您的负责人了解关于支付转售费或附加
费的多种方式，包括从现有组屋的赔偿金扣除
款项。

注
8 请参阅第57页7点的附注。
10 请参阅第58页8点的附注。
11 请参阅第58页9点的附注。

房屋贷款
建屋局优惠利率贷款
现有组
屋贷款
的类别

替代组屋的最高贷款额视信贷评估
信贷评估
(注11)而定
建屋局市场利率或银行贷款
如有所需，请申请银行贷款
有关详情

1

若您曾经享用过重建计划徙置利益，您不可
以在公开市场上出售现有组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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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我的徙置利益

拥有私人房产的屋主

1. 印花税与律师费
表1：收费率

指在重建计划宣布前，已拥有私人房产( 注5 )的家庭。
徙置利益

房屋贷款

津贴售价

以津贴价格出售的新组屋（无
重建计划徙置津贴）

如有所需，请申请银行贷款
有关详情

组屋类型

不超过3房式
3房式新组屋（单身者),
4房式新组屋（独居屋主和联名
4房式
单身公民者), 5房式
5房式新组屋（核
心家庭）或三代同堂
三代同堂（若符合
额外的条件）新组屋(注8)或与
现有组屋类型相等，以比较大
的组屋类型为准

豁免费用

免付行政与订购费

延后付款

延后所有新组屋单位的付款, 直
到您领取新单位的钥匙
转售费或附加费（若适用）
豁免

若您的现有组屋是直接向我们购买或以公积金购
屋津贴在公开市场上购买的，您在购买替代组屋
时，我们将不会向您征收转售费或附加费。

优惠
若您曾经售出一间津贴价组屋, 或售出一间以公积
金购屋津贴购买的转售组屋、设计、承建与销售
计划下的组屋或执行共管公寓，并选择延后支付
转售费或附加费，在购买替代组屋时，您必需支
付转售费或附加费 (注10) 。
您所需支付的转售费或附加费将以$30,000为顶
限。若您是在1985年7月至1997年5月之间售出
第一间津贴价组屋并在当时选择了支付附加费，
您可以选择把附加费换成顶限为$30,000的转售
费（若较低）。
您可向您的负责人了解关于支付转售费或附加
费的多种方式，包括从现有组屋的赔偿金扣除
款项。

1

您可以保留现有的私人房产作为投资用途。
若您购买新替代组屋，或在预购组屋计划、
剩余组屋销售计划、或常年开放的订购组屋
中购买新组屋，您必需居住在新组屋里。

印花税与律师费

费用根据现有组屋的市价而定

原版售屋协议书中的组屋售价

首$180,000为1%，下一个$180,000为2%，
下一个$640,000为3%，其余为4%

注册费

$38.30

律师费 (需付现行消费税)

首$30,000为$27，下一个$30,000为$21.60，其余为0.06% 。
法律服务将会有$20的最低收费。

2. 固定性的装置与配件
固定性的装置指窗、门、铁门、窗花、橱柜、衣柜、冷气机、 天花板的风扇和热水器等等。

3. 重建计划徙置津贴
在选择性整体重建计划下，我们将把徙置津贴均分给符合条件并购买替代组屋单位的新加坡公民屋主
(无论现有组屋持有的方式)。徙置津贴将拨入公积金普通户头。您只能用此津贴来购买替代组屋。在
出售或转让替代组屋时，津贴（加利息）将退回公积金户头。
若您取消替代组屋的申请, 我们将向您取回这笔津贴 (加利息）。

4. 私人房产
您（包括配偶，住户和已拥有私人产业的屋主）只能在达到替代组屋的最低居住年限后，才可以购
买私人房产或获取产权（本地或海外）。否则，您将无法购买或保留替代组屋。

5. 10%优先分配
我们将在预购组屋计划或剩余组屋销售计划下保留10%的组屋数量优先分配给符合条件的产业受征
用的业主、选择性整体重建计划屋主和租赁组屋居民。这项优先分配不适用于在黄金地段组屋模式
下或常年开放的订购组屋中出售的组屋。
在这项优先分配的安排下，如果申请者少过所保留的10%的组屋数量，所有申请者将受邀前来选购
组屋。我们将以电脑抽签决定这些申请者与其他公众申请者的选购次序。组屋的售价将与供公众申
购的一样。

6. 享有徙置利益的条件
只有符合条件保留现有组屋和其他现行条例的屋主才可享有徙置利益。若屋主在选择性重建计划宣
布之前或之后违反了《建屋发展法令》，屋主将不能
不能享有徙置利益。

7. 5房式组屋和三代同堂组屋
5房式组屋和三代同堂组屋只在某些指定的替代邻里供选购
5房式组屋和三代同堂组屋只在某些指定的替代邻里供选购。有意购买三代同堂组屋的家庭必需：
• 与父母或已婚子女（以申请者或住户的身份）组成三代同堂家庭来申请替代组屋；和
• 至少一名父母或已婚子女必需是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注
5 请参阅第57页4点的附注。
8 请参阅第57页7点的附注。
10 请参阅第58页8点的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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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在领取新组屋钥匙的5年内，三代同堂组屋的屋主不能出租任何卧房。在达到替代组屋的最低居住年
限后，您只能将三代同堂组屋转售给符合购买三代同堂组屋条件的家庭。

8. 执行共管公寓项目

10. 额外安居津贴
符合条件的首次购屋家庭和联名单身家庭，在申请替代组屋之前的12个月内的平均总月入如果在
$9,000或以下，可以申请额外安居津贴。若符合条件，首次购屋的非公民配偶家庭、独居屋主和单
身公民家庭也可以申请这笔津贴，家庭月入必需在$4，
500或以下。

若您曾售出的执行共管公寓的地块是发展商在2013年12月9日或之后的政府售地计划中竞标的，您
必需支付转售费，即便您售出的执行共管公寓不是以公积金购屋津贴购买的。

在申请替代组屋之前，至少一名申请者必需持续受雇12个月，并在申请组屋时仍处于被受雇。

若您在选择性重建计划宣布之前已申请或预订一间执行共管公寓并且希望能以公众人士身份保留申
请，您可以将现有组屋连同徙置利益出售,但这只限于没有申请公积金购屋津贴来购买执行共管公寓
的首次购屋者。

表3：不同家庭收入层所可以获得的额外安居津贴额

9. 建屋局的信贷评估
所能提供的房屋贷款额将顾及以下几点：

• 申请者的年龄、每月总收入和财务状况；
• 贷款偿还期以25年，或65年减去申请者的年龄，或在申请组屋时的剩余屋契减20年为限，以较短
期为准；

• 每个月的分期付款不超过申请者每个月总收入的30%；
• 现行利率是根据公积金普通户头的利率加0.1% (每三个月季检讨)；和
• 贷款额限于组屋售价的85%。（若在申请组屋时，剩余的屋契不能让最年轻的屋主或申请者居住
至95岁，贷款额将按比例计算）；

• 申请者可用普通户头里的存款支付印花税与律师费，以及公积金家庭保障的保费（如适用）。您

也可选择在普通户头里保留高达$20,000的存款。您必需先动用公积金普通户头所有的剩余存款
来购买组屋，我们才可提供房屋贷款。

您在申请第二或其次的优惠利率房屋贷款时，必需先动用以下资金来购买替代组屋：

• 在公积金普通户头内保留最多$20,000的存款后的所有剩余存款 ；以及
• 高达50%的剩余赔偿金(在保留$1,000的赔偿金后)。您可以选择保留预支的赔偿金或一半的余
额，以较高的数额为准。

表2：现有3房式屋主购买替代组屋的例子

现金流转

屋主，除了能享有重建计划徙置津贴，还能够享有这笔额外安居津贴。额外安居津贴额将取决于申
请组屋前12个月的平均家庭总收入：

首次购屋和联名单身家庭

非公民配偶家庭、独居屋主和单身公民家庭

平均家庭总月入

津贴额#

平均家庭总月入*

津贴额#

$1,500 或以下

$80,000

$750 或以下

$40,000

$1,501至 $2,000

$75,000

$751至 $1,000

$37,500

$2,001至 $2,500

$70,000

$1,001至 $1,250

$35,000

$2,501至 $3,000

$65,000

$1,251至 $1,500

$32,500

$3,001至 $3,500

$60,000

$1,501至 $1,750

$30,000

$3,501至 $4,000

$55,000

$1,751至 $2,000

$27,500

$4,001至 $4,500

$50,000

$2,001至 $2,250

$25,000

$4,501至 $5,000

$45,000

$2,251至 $2,500

$22,500

$5,001至 $5,500

$40,000

$2,501至 $2,500

$20,000

$5,501至 $6,000

$35,000

$2,751至 $3,000

$17,500

$6,001至 $6,500

$30,000

$3,001至 $3,250

$15,000

$6,501至 $7,000

$25,000

$3,251至 $3,500

$12,500

例子1

例子2

例子3

$7,001至 $7,500

$20,000

$3,501至 $3,750

$10,000

剩余赔偿金

$20,000

$50,000

$80,000

$7,501至 $8,000

$15,000

$3,751至 $4,000

$7,500

保留款项

$1,000

$1,000

$1,000

$8,001至 $8,500

$10,000

$4,001至 $4,250

$5,000

余额

$19,000

$49,000

$79,000

$8,501至 $9,000

$5,000

$4,251至 $4,500

$2,500

$19,000
(全部的余额)

$35,000

$39,500
(一半的余额)

无

$14,000

$39,500

您保留高达$35,000或一半的
余额(如适用)
减少第二次贷款的款额

若您符合条件并有意申请优惠利率房屋贷款购买替代组屋，您必需先取得贷款合格书。我们将在通
知屋主现有组屋的实际赔偿金时，邀请符合条件的屋主申请贷款。
在购买替代组屋的30个月内，您不可以再向我们申请房屋贷款。

# 剩余屋契必须至少有20年， 并能让最年轻的买主及配偶居住至95岁。否则，津贴额将按比例计算。
* 根据津贴受惠人的收入。如果非公民配偶家庭或家庭包括一名首次和第二次购屋者, 收入将根据申请购买组屋的
12个月内的家庭平均总月入的一半而定。
首次在2房式灵活计划下购买15至45年的短期屋契组屋者也可享有额外安居津贴。
若符合条件，购买替代组屋的年轻夫妇可延后额外安居津贴及建屋局房屋贷款的收入评估，直至领取新组屋钥匙
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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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信息

免责声明

以下是您在徙居过程中需注意的一些重要信息。

1. 本册子的资料、地图和平面图的版权全属建屋局所有。

页码
-

需注意的信息
总体
申请组屋

若您的家庭资料有任何更变，请通知建屋局。
您在申请替代组屋时需从所提供的组屋类型中选择符合您申购的组
屋类型。 之后，便不能更改您选择的类型。

46页
页

58页
页

4. 本册子所提供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面积、平面图、颜色方案、描述、规格、建屋局的政策
及方案、重建计划的徙置选项及徙置利益等，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建屋局可全权酌情
修改或在相关机构要求下进行修改或覆核。

多达六户家庭可在同一天一起选购新组屋单位，但各家庭不会有选
购单位的优先权。

组屋销售活动

若您在预购组屋或剩余组屋销售计划下受邀选购单位时、或在常年
开放的订购组屋中选购了单位后，决定取消申请，您可以在指定替
代地点选购新组屋单位，但次序将被安排在其他购买替代组屋单位
的家庭后。

5. 在提供本册子的资料时，我们力求但不保证完全准确。我们不对因本册子所提供的资料或因
本册子的错误或遗漏而直接或间接蒙受任何损害或损失的人负责。在参考、使用和/或基于任
何理由依赖本册子所提供的资料之前，我们建议您自行检查并与您的负责人交谈，以核实资
料的准确性、完整性、可靠性、实时性和/或充分性。

最低居住年限

在领取替代组屋单位的钥匙后，您（只限新加坡公民）需居住至少
五年才可以转售组屋单位或出租整间组屋单位。在出租单位之前，
您需先获建屋局批准。

6. 本册子也以英语、马来语及淡米尔语出版。不同版本的资料若有抵触或不一致之处，以英文
版本为准。

享有购屋津贴

购买替代组屋并享有徙置利益、将现有组屋连同徙置利益出售、或
选择赔偿金和特惠金以取代重建计划的徙置利益的屋主，将被视为
享有一次购屋津贴。

购买私人房产

在重建计划宣布后，您（包括配偶，住户和已拥有私人产业的屋
主）不能购买私人房产或获取产权（无论本地或海外），直至您符
合某些条件后。欲知更多详情，请参阅第47和48页 。

47页
页
和
48页

57页
页

3. 视觉表象，如图像、艺术效果图、描述图、插图、照片、图画及其他图形只是艺术形象。这
些内容仅供参考，不属事实陈述。

联合选购计划

47页
页

54页
页

2. 本册子的内容不意欲为重建计划赔偿金或出售新组屋单位的要约或合同的任何部分。这些内
容仅供参考，不属事实陈述。

单身公民者
（符合申请的组屋类型）

若您的现有3房式组屋的屋内面积比指定替代地点3房式的屋内面积
大至少10%，您可以在指定替代地点选择购买到不超过4房式的新
组屋。
若您在预购组屋或剩余组屋销售计划下，或在常年开放的订购组屋
中申请位于其他地点的组屋，您只能选购不超过3房式的新组屋。

三代同堂组屋

想购买三代同堂组屋单位的家庭需符合条件。欲知更多详情，请参
阅第57页 7点的附注。

优惠利率房屋贷款

您在申请第二或其次的优惠利率房屋贷款时，必需先动用以下资金
来购买替代组屋：
• 在公积金普通户头内保留最多$20,000的存款后的所有剩余存
款；以及
• 高达50%的剩余赔偿金(在保留$1,000的赔偿金后)。您可以选择
保留预支的赔偿金或一半的余额，以较高的数额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