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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東方世界的百年國際港埠，吸收來自世

界各地的生活文化經驗，融合中西文化精隨，在這

一片小巧的土地上開花結果，留下豐富而精采的古

蹟和歷史建築。隨著時代演進，舊建築的價值與意

義被重新肯定，保留當下經典工藝與時代故事的舊

建築被視為文化寶物，一個個活脫脫的歷史教材，

讓城市居民或旅客因此看見一個地方的完整個性，

從根溯源，深度認識。

每每提起香港印象，大多數人的反應多為逛街

購物、小吃美食，其實，香港百年多來歷經開埠、

殖民時代下西方文化的撞擊，小巧島嶼上留下許多

會說故事的歷史建築，有東方的祠堂或西方的教

堂、東方的平民唐樓或西方的新古典主義華樓、東

方的街市、西方的警署建築或監獄等，將香港人的

生活痕跡，以東西方文化交融薈萃的多元樣貌，

刻寫在香港各個角落。不用走很遠、不用花太多

時間，步行即可遊覽中西文化激盪下的精采建築

博覽會。

這些年，香港許多歷史建築透過「活化歷史

建築伙伴計劃」被賦予新生命，城市面貌出現不

一樣的文化火花與生命力，如舊大澳警署變身為

新興的旅遊熱門景點大澳文物酒店，而戰前唐樓

「雷生春」則成為香港歷史發展的見證，年輕人

鍾愛的在地小旅行探訪地。香港的城市個性深藏

於歷史建築之中，要真

正認識香港，一定要

與根源相連結，才

能看見最完整、最

真實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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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九廣鐵路鐘樓

▲文武廟

圖片：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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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古蹟
古物及古蹟條例 (香港法例第 5 3章)於19 76年實

施，以確保香港最具價值的文物獲得適當的保護。

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古物事務監督在諮詢

古物諮詢委員會，並獲行政長官批准後，可藉憲報宣

布個別文物為法定古蹟，受法例保護。隨後，古物事

務監督可阻止對古蹟作任何改動，或酌情規定改動時

必須遵守的條件，以便保護有關古蹟。到目前為止，

已宣布為香港法定古蹟的共有 101項。

歷史建築
香港的文物建築種類繁多，其

中包括傳統中式祠堂和西式住所，

以至擁有獨特功能如水務設施的建

築。建築物的風格、選址、物料的

使用和種類均受到社會信仰、傳

統、思想及文化的影響，因此透過

研究文物建築，可發現其中包含的

藝術與人文訊息。

古物古蹟辦事處於 1996年至 2000年間，進行了
一次全港歷史建築物普查，當時紀錄了大約 8800幢建
築物，然後從中挑選了一千多幢文物價值較高的建築

物，進行更深入的調查，並按歷史價值、建築價值、

組合價值、社會價值和地區價值、保持原貌程度、罕

有程度這六項準則，以評級方式反映其價值。 

•一級歷史建築：具特別重要價值而可能的話須盡一
切努力予以保存的建築物。 

•二級歷史建築：具特別價值而須有選擇性地予以保
存的建築物。 

•三級歷史建築：具若干價值，並宜於以某種形式予
以保存的建築物；如保存並不可行

則可以考慮其他方法。

香
港
文
物
保
育
政
策

在優質城市生活中，文化生活是重要的組成部

分。一個進步的城市，必定重視自己的文化與歷史，

並有自己與眾不同的城市生活體驗。近年香港居民表

現出對本身生活方式及文化的熱愛，有鑒於此，香港

政府於 2007年確立新的文物保育政策及一系列相關措
施，以回應香港居民對文物保育越來越密切和強烈的

關注及訴求。

香港文物保育政策旨在「以適切及可持續的方

式，因應實際情況對歷史和文物建築及地點加以保

護、保存和活化更新，讓我們這一代和子孫後代均可

受惠共享。在落實這項政策時，應充分顧及關乎公眾

利益的發展需要、尊重私有產權、財政考慮、跨界別

合作，以及持份者和社會大眾的積極參與。」

具體文物保育措施包括

法定古蹟宣布制度及行政評級制度

設有內部機制監察法定古蹟、暫定古蹟、已獲評

級或擬議評級的私人歷史建築的拆卸或改建工

程，以儘快與相關業主一同探討保育方案

為保存私人歷史建築提供經濟誘因

為新的基本工程項目進行文物影響評估

在政府擁有的歷史建築進行「活化歷史建築伙伴

計劃」

協助私人擁有的獲評級歷史建築進行維修

推展文物保育及活化項目

聖約翰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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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
本部大樓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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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定古蹟宣布制度及行政評級制度」之下，香港歷史建築共分為四大類：法定古蹟、一級歷史建築、二級歷史建築與三級歷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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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灣仔郵政局

何謂法定古蹟及一至三級歷史建築？

天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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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麗     洋樓  與         平民唐樓 精彩   對    話 

香港島上保存許多殖民時代英國人興建的公共設

施與建築，包括電車等。開埠初年，英國政商多

住在高地，香港島半山區因地理位置優越，可俯

瞰香港島海岸線與維多利亞港，被定為英國人居

住區，華人不准進入，何甘棠為中荷混血兒，為

少數非英籍人士而獲准居住半山區的名流，並留

下華美氣派的甘棠第。另外，如巴黎外方傳教會

等歐洲宗教組織亦以香港為東亞傳教基地，在薄

扶林山丘打造伯大尼修院等歐式建築，以及令人

驚豔的小教堂。

華人生活圈大部分集中在靠海的平地，例如灣

仔、中環、西環等都可見華人聚居之處。由於，

香港自開埠以來即為繁忙的商港，機會眾多，內

地華人只要一有機會便湧入香港，為自己的人生

尋找一片新天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華人人口

不斷增加，香港陸續出現住商混合的樓房建築以

應付需求，這些「唐樓」成為香港現代化發展歷

程中另一重要產物，也是香港平民文化的經典代

表之一。其中，反映早期華人生活文化的藍屋和

綠屋獲評為歷史建築，並注入新的靈魂融入現今

社會，或新、或舊，亦新、亦舊，展現香港城市

的多元面貌。

與

藍屋

甘棠第

綠屋

島

伯大尼



 

歷史
背景

一樓寬敞的陽台空間。

樓梯旁的柱頂裝飾相當

細膩，每一層樓不同。 特色


甘棠第主人何甘棠，為香港望族何東 (何
啟東 )與何福同父異母的弟弟，何東因任職怡
和洋行總經理與投資地產致富，為香港殖民時

代知名富商。孫中山與甘棠第並無直接關連，
居住區，何甘棠在此購地築房，融入

不過，何甘棠與孫中山同年，同時就讀於香港
此區的西方氛圍，打造一幢以西方風

中央書院 (今荷李活道警察宿舍舊址 )，同年畢
格為主的建築。甘棠第以鋼筋、紅磚

業於中央書院。最重要的是，何東與孫中山淵
與花崗石為主體，為香港最早以鋼筋建

源甚深，曾大力資助孫中山推翻滿清、引領革
成，並鋪設供電線路的私人住宅之一。整幢

命，再加上孫中山因香港而有改革念頭，又經

常出沒香港中西區，故而將甘棠第設為孫中山紀念館。
建築洋溢英皇愛德華時期綜合古典主義風格。甘棠第

甘棠第建於 1914年，主人何甘棠承襲何氏家族的特色，經商致富， 樓高四層，其中最高兩層的弧形陽台配以希臘巨柱承

托，氣派十足，而以優雅花卉圖案構成的鐵柱欄杆，
更是社區領導人物與知名慈善家。何甘棠家族一直住在甘棠第，到 1959

則襯托出此戶人家獨到的審美眼光，尚未踏入甘棠
年鄭姓商人購得此建築為止。據悉，日佔時期，日本人曾經想要佔用甘

第，即已看出主人的社會地位與藝術涵養。然而，進
棠第，可是，因發現一個鑄刻有日本皇室菊花徽章的煙盒與日本皇族致

入室內，裝潢陳設更加令人驚豔，柚木打造而成的樓
謝函而打退堂鼓。 1960年，甘棠第轉售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 2004

梯、各層樓的古典柱式、簡約而高雅的彩繪玻璃窗，
年香港政府以港幣 5,300萬元收購甘棠第，將之修建為孫中山紀念館，於
 

在透露其出身不凡的價值與氣派。
2006年對外開放。
甘棠第建築還有許多特色藏在細微處，例如室內

每層樓面樓梯旁的古典希臘柱柱頂裝飾都不一樣，此

乃大戶人家的作風，成本頗巨，而事實上，樓梯還分

為前梯與後梯，前梯給主人與客人用，後梯則給傭僕

使用。另外，陽台牆面的瓷磚亦為少見，還有可愛的

鴨子圖案，令人印象深刻。

甘棠第
古樸雅緻的柚木樓梯。

甘棠第為香港保存相當
完整的古蹟建築。

島08 09

孫 中 山 紀 念 館

一樓外牆裝飾
細膩的開放室
陽台拱窗。

樓梯空間的彩繪玻璃。

孫中山銅像由雕塑家朱
達誠揣摩其1 7歲赴港
求學神采鑄造而成。

建築

二十世紀，香港島

中環半山堅道一帶屬外國人

一樓陽台牆面的瓷磚，圖案
少見，相當典雅；陽台地磚
亦為原件，圖案高雅。

房間入口上方的門楣裝
飾非常講究。



 

- -

一樓孫中山與近代中國

常設展 內有一幅孫中

山親題博

，
愛二字真跡。


有孫中山老
信片一套，

。


背景
歷史

灣仔茂蘿街 1 11號及巴路士街 6 12號的 10幢戰前樓房，佔地面積約 

235坪，被列為活化保育的歷史建築群。這一批房屋大約建於 1910年代，
因政府收購之後，部份建築如茂蘿街的 3號、 5號和 7號整體外觀被漆上綠
色，而有綠屋之稱，與石水渠街的藍屋同為香港灣仔地區著名的戰前住

房，兩處都被評級為歷史建築。

茂蘿街建築群所在地段原為美國公司巴路士擁有，後來轉手給茂蘿，

巴路士街和茂蘿街以這兩位業主命名之。大約在 1905年，香港置地投資有
限公司購入該地段，並於 1910年代中期在此興建 10幢樓房。早年這一帶
為商用辦公空間，後來又作為貨物倉儲之地。據悉，志願服務組織救世軍

曾於這裡開設露宿者之家，但早已搬離。之後，建築群的居民多為一般住

民。由於空間規劃沒有衛廁設施，早年這一帶入夜時分有專人收糞肥的服

務，在地人又稱「倒夜香」。市區重建局於 2005年宣布收購此區並計劃改
為文化創意園區，直至 2008年收購完成， 2010決定聘請香港藝術中心經營
管理，變身為「動漫基地」。

動漫
基地

綠屋舊有模樣，因綠色
的外觀而得此名。 
(圖片提供/市區重建局)

茂 蘿 街

位於茂蘿街的六幢建築翻新中。 
(圖片提供/市區重建局）

有 中山服飾鑰
匙圈，可換裝。 島 

甘棠第修繕工程浩大，甚至引進新穎

的修繕技法，一步步還原甘棠第原本面

貌。例如，運用「玉米穗軸噴砂」技術，

以方解石粉末加玉米粉末的混合高速氣體

慢慢地噴沖清潔柚木，在不傷害木體本身

的情況下，去除表面的舊油漆，相當耗時

耗力。另外，由於陽台瓷磚已停產，故將不會對外開放的地方一塊塊切下

瓷磚，補貼過去。

甘棠第包含地下低層、地下高層、一樓及二樓，現是康樂及文化事務

署轄下的孫中山紀念館館址。紀念館地下低層改為售票處，並保留教會所

設的受洗池，而自地下高層開始即進入孫中山紀念館的重頭戲，以文物、

文字和圖片展出介紹孫中山生平歷史故事以及部分甘棠第歷史背景，廊道

兩側盡頭的房間則各播放甘棠第修復與甘堂第歷史的影片。一樓的白廳，

原為宴會廳，現在是展覽、講座及表演等多用途的空間。一樓為「孫中山

與近代中國」常設展，二樓則為「孫中山時期的香港」常設展。

白廳內一隅，壁爐上方金花雕飾拱頂。

一樓白廳現在是展覽、講座及表演等多用途的空間。

計劃
活化

基本資訊

館內售
照片明
共10張

歷史建築評級：法定古蹟

地址：香港中環半山衛城道7號
交通方式：
港鐵中環站下，至皇后大道中的匯豐總行大廈站搭乘23A巴士於
孫山中紀念館站下，再往前步行約2分鐘遇到左前方衛城道，前行
即可抵達。
開放時間：
周一至周五10:00~18:00，周六、日與公眾假期10:00~19:00，
聖誕前夕與農曆除夕10:00~17:00，周四休(公眾假期除外)，農
曆初一、初二休
入場費用：
港幣10元，周三與11月12日和3月12日免費；周六14:00普通話
免費導覽
網址：www.lcsd.gov.hk/CE/Museum/sysm/b5/index.php

孫中山紀念館售
Q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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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建築

綠屋建築群主要分為面

向茂蘿街的六幢建築與面向巴

路士街的四幢建築，為住商混合的唐

樓，一樓是店鋪，二樓以上是住家，

兩幢共用一個木樓梯進出。建築外牆

與主牆的建材主為紅磚，再輔以鋼筋

水泥樑柱和木地台，屋內的天花板、

扶手、門窗等多以木構建成。樓上戶

有陽台，飾以花式鐵欄杆，面對陽台

的摺門頗有歐洲復古風格，又稱法式

門，而樓頂以中式斜頂瓦片蓋成，整

幢建築中西合璧風格強烈。

修復工程計劃將毀損建材修復更

新之外，十座唐樓當中面向巴路士街

較為殘破的四幢唐樓無法完整保留，

故拆除後半部分，留下有露台和窗花

特色的外牆結構，修復成類似牌坊的

建築，並配合後方整理出來的新公共

空間，規劃為牌坊公園。而面向茂蘿

街的六座唐樓則會增建新翼，以加大

室內可用空間。此外，新翼頂層可近

距離觀賞茂蘿街唐樓的斜瓦屋頂設

計，並加建空中行人天橋接駁另一方

的巴路士街牌坊建築。特別值得一提

的是，舊有屋頂以原形杉木檁條支

撐，兩側再以磚承托，修復時保留木

架結構，但附以更為堅固的支撐力，

挑空木條中心，加入鋼條，處理好的

木杉置回原處，保留原來的木料質感

與溫暖。

市區重建局茂蘿街活化利用計劃，請來香港藝術中心執行管理，

推動該處的建築群成為香港與國際動漫界人士一個重要的創作交流平

台。透過活化計劃，建築群將結合商業消費活動，以自負盈虧的方式

經營，因此，規劃了展覽廳、沙龍、工作室、餐廳、紀念品店舖等空

間。餐廳部分將與支持動漫或與動漫有關的商家結合；而動漫沙龍，

也就是動漫圖書館，提供各類經典漫畫讓動漫迷們借閱；還有，展覽

空間不定期舉辦各類動漫講座、研討會與相關課程；更特別服務動漫

創作者，準備兩個工作室空間讓大家申請，作為其展覽或與動漫迷互

動的場所。至於牌坊公園，也就是中庭的位置，則在牌坊建築一側設

立大型螢幕播放動漫相關影片，而新翼內面向中庭的牆面亦特別設計

為大片玻璃窗，可欣賞戶外播放的影片以及於中庭進行中的活動。

香港藝術中心還邀請香港知名插

畫家小克設計動漫基地代言人「墨

仔」，未來將以墨仔為藍圖發展一系

列特色紀念品，包括公仔、傘、文具

等，而紀念品店裡除了販售墨仔相關

商品之外，也會引入許多動漫家的特

色產品，供動漫迷們尋寶收藏。

計劃
活化

人物專訪

基本資訊

麥中傑

位於巴路士街的建築外觀，修復工程已近完成。

巴路士街建築和茂蘿街建築之間會有天橋相通。

動漫基地代言人「墨仔」。

林淑儀

維修完成的雅緻
西式隔窗。

修復工程細膩的木構天花板。

接近完工的斜瓦屋頂，採
雙筒雙瓦多工手續修復。

舊有修復過的木門，還留下監看小窗。

市區重建局規劃及設計總經理 
麥中傑

香港藝術中心總幹事 
林淑儀

麥中傑認為茂蘿街建築群是值得保
育活化的舊建築，也是市建局相當
重要的保育活化項目之一，在建築
構材的新舊共融上花了不心思，特
別規劃頂層展覽空間可近距離欣賞
斜瓦屋頂的設計。林淑儀說，香港
藝術中心以推廣現代藝術為主要任
務，動漫即為其一，很多人非常期
待香港動漫基地，未來將邀請國際
漫畫家共襄盛舉，首波開幕展覽將
以介紹香港動漫歷史為主。

歷史建築評級：二級歷史建築

地址：
香港灣仔茂蘿街1-11號與巴路士街6-12號
交通方式：
港鐵灣仔站下，出口A3離開港鐵站，左轉
莊士敦道續行即可抵達。
開放時間：
預計2013年年中開幕
網址：www.comixhomebase.com.hk

地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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嘩藍屋
背景

歷史

藍 屋 建 築 群

灣仔1960年代的歷史畫面。

藍屋建築群反映香港平民生活文化，活化
之後稱為「We嘩藍屋」。中文稱作「WE
嘩(ㄨㄚ)」，即廣東話諧音意指開心、
熱鬧之意，而We指「我們」，亦有團結
的意思，英文名為VIVA Blue House， 
VIVA解作「萬歲！」，指計劃作為社會創
新的成功例子。

灣仔，港島發展最早的地區之一，現今莊士敦道以南為舊區，以北

則為填海建設出來的新興區塊，而舊區裡則藏有豐富的平民文化寶藏，

藍屋建築群即為其一。據悉，藍屋建築群所在的石水渠街因有一條水渠

流過而得此名，這一條水道從山上往下一直流入海，而十九世紀末至 

1920年代的海岸線即為今天的莊士敦道，距離藍屋相當近。二十世紀
初，隨著難民湧入，灣仔人口遽增，樓房一幢幢興起，當時彭氏與陳氏

在石水渠這一帶購入大量土地興建中式建築並分租出去，為當時香港主

要的平民生活區之一。

藍屋建築群以外觀顏色命名，包含藍屋、黃屋和橙屋。現今藍屋 72
號所在位置，早期為一間「華陀醫院」，後於 1886年改用作廟宇供奉華
陀，而現今所見的四連幢四層樓中式建築則建於 1920年代初；據悉， 

1950、60年代，設於藍屋 72號1樓的華陀廟先後改為武術學校和跌打醫
館，創館人是武術名人黃飛鴻徒弟林世榮的姪兒。此外，藍屋 72號3樓及 

4樓曾經是提供當地小孩免費教育的「鏡涵義
學」，已經 80多歲的藍屋居民陳爸 (陳家駒 )
小時候就曾在鏡涵義學就學兩年，練就一手

好書法。 1970年代，這一批建築轉交到政府
手中，才將外牆漆上藍色，而香港平民生活

的故事亦繼續於此地發生、流轉。 

島


We

陳爸不但會寫詩，更練就一手好
書法，經常幫忙寫對聯。

藍屋居民陳爸已8 0多
歲 每每遇到年輕人就
熱情
，
分享他的故事。

建築
特色

藍屋為香港典型的唐樓建築，香港

所稱的「唐樓」即結合住家與商舖的混

合式住宅，早期華人區城市發展的主要

建築形式，通常商舖在樓下，住家在樓

上。藍屋以磚砌牆而成，每兩戶共用一

個樓梯出入，樓梯空間不大，較為陡

直，樓梯本體以木構搭建而成。樓上各

戶都附有一個小陽臺，飾以鐵鑄雕花的

欄杆，現代又古典，相當雅緻。門窗則

為對開式的格子窗，中西融合，而住戶

門口旁的木構隔板牆開有一個非常小的

窗口，當有人應門時可以先打開這個小

窗口探查來者何人，再決定要不要開

門，保留早期香港民居生活與建築互動

的痕跡。

相較於四層樓的藍屋，三層樓的黃

屋亦建於 1920年代，外觀有不少新古
典風格的歐式建築語彙，例如屋頂的三

角楣飾、矮牆裝飾扶欄等。黃屋與藍屋

相鄰，兩者為藍屋建築群裡最醒目的歷

史建築，橙屋雖不予評級為歷史建築，

然因與黃屋、藍屋共矗立於同一街塊，

並展現 60年代唐樓建築風格，若環繞
石水渠街、慶雲街和景星街一圈可同一

時間看到不同時代的建築演進軌跡。 

We嘩藍屋計劃督導委員會
主席羅健中、委員司徒薇

羅健中，負責督導藍屋建築群活化計
畫，認為老建築是寶，灣仔以前仍有許
多老唐樓，如今已很少見，而藍屋將在
經驗豐富的建築師與工人手上，重現這
一幢老唐樓80年歷史風華。 
We嘩藍屋計劃督導委員會委員司徒薇則
提到，「後殖民一代」的香港年輕人對
保育活化藍屋建築群關心甚深，這一代
的年輕人積極保育香港平民文化，認為
那是真正屬於香港人的文化。

主席羅健中

委員司徒薇

人物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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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藍屋後方防火巷，可看
見建築後方的格局。

藍屋陽臺的雕花鐵欄杆。

藍屋陽臺的對開窗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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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歷史

位於藍屋斜對面的「聖雅各福群會」為灣仔地區

相當活躍的社會服務組織，已於藍屋一帶深耕服務 10
年以上，推動互助經濟計劃，提供在地居民一個交流

平台，可提供勞力、專業技術或食物交換彼此所需，

不但可減輕居民生活上的負擔，又能增進感情交流與

互動。藍屋建築群的活化計畫，即以「聖雅各福群

會」為代表，夥拍其他團體合作，為香港首次「留屋

留人」的歷史建築活化計畫，將社區居民的生活視為

文化保育的一部分，完整呈現香港平民文化特色。

「We嘩藍屋」活化計畫，建築部分除了整修工
程如材料構建的更新、漏水改善等，將增加洗手間、

下水道和電梯等設施，並增建空中走廊連通三幢

建築。未來營運方面，延續原有的「香港故事

館」，另闢跳蚤市場、蔬食與甜品餐廳等，聘

用顧問，引導社區居民共同經營參與，並規劃

「好鄰居計劃」，基於社區參與度和社區服務能

力徵選長住房客，多元發展，讓閒置空間再利用發揮

至極。目前，已有「香港故事館」、「時分天地」和

「土作坊」等店舖對外開放營運中，而整修翻新工程

預計 2013年底開始批次進行， 2015年下半年完工。

計劃
活化

香港故事館策展人盧樂謙
與在地居民混得很熟，彼
此就像家人一樣。

時分天地為當地居
民的跳蚤市場。

領導，於香港薄扶林興建療養院，為傳道會

在東亞地區首間為患病傳教士所設置的療養院，即伯

大尼修院，於 1875年正式啟用。在接待與照顧患病傳

伯大尼修院為哥德式
建築，以小教堂的建
築外觀最為精彩。

法國外方傳道

會(又稱巴黎外方
傳教會 )於 1 8 7 3
年，由奧賽神父

島17

修院

伯
大
尼

伯大尼修院正門口。

伯大尼修院舊有的高牆，隔開花園與修院。

︵
香
港
演
藝
學
院
古
蹟
校
園
︶

歷史建築評級：
石水渠街 72-74A號(藍屋 )一級歷史建築
慶雲街 2-8號(黃屋 )二級歷史建築
景星街 8號(橙屋 )不予評級

地址：(香港故事館 )香港島灣仔石水渠街 74號地舖 
(土作坊 )香港島灣仔堅彌地街 3A地下

交通方式：至港鐵灣仔站下，從 A3出口接上街道，穿過太原街
抵皇后大道東，左斜前方即石水渠街。

開放時間：香港故事館 11:00~18:00，周三與公眾假日休；土
作坊 11:00~18:00，周一至周日到 19:00，周日休。
導覽團開放時間請參閱網站。

入場費用：香港故事館入場參觀免費，文化旅遊導覽團最少 10
人，港幣 60元/人。

網址：http://houseofstories.sjs.org.hk

基本資訊香港故事館舉辦多種主題
的在地人導覽的文化遊，
包括文化、飲食和鬼屋，
相當受歡迎。

香港故事館利用社區
信箱仿製的名片盒。

居民所做。

橙屋

黃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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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雅各福群會社區中
心服務及企業拓展服
務高級經理馮啟民，
在活化計畫未正式上
路前，已幫助社區居
民推展互助經濟等活
動。

在地居民可利用換來
的「時分券」購買土
作坊的商品，為當地
推行社區經濟互助的
項目之一。

土作坊的商
品都是社區

教士之外，伯大尼修院曾短期收容原駐於澳門的納匝

肋修院傳教士，而後於 1894年，在伯大尼修院對面購
置杜格拉斯堡 (今香港大學大學堂宿舍 )作為納匝肋修
院的院舍。當時，納匝肋修院的印書館積極翻譯與印

刷宗教刊物，出版多達 28種語言，納匝肋修院與伯大
尼修院兩大修院以不同方式幫助法國傳教士恢復身心

靈健康，重燃傳道工作的熱忱。

日本佔領香港時期，兩處修院皆被徵用，收回時

僅剩空殼。 1949年伯大尼修院重新啟用，然而隨著時
代變遷，傳教工作量逐漸萎縮，伯大尼修院於 1974年
關閉，並售予香港置地公司。其後，轉交政府管理，

並於 2003年進行修復工程，將一旁的牛奶公司牛棚一
併租給香港演藝學院作為第二校舍，修復工程於 2006
年完成。



 

    

歷史建築評級：
一級歷史建築，即將列為法定古蹟

地址：香港島薄扶林道 139號
交通方式：至港鐵金鐘或中環站下，轉搭巴士 4、7、A10、37A、 
37B、40、40M、43X、46X、M49、71、90B、91、970、970X
開放時間：
牛棚 (展覽廳 )：11:00~18:00。進入博物館及參加導覽團需購票。因古

蹟內屬上課區域，導覽團時間不定，請事先查詢預約。
網上訂票：www.hkticketing.com
入場費用：港幣 30元
查詢：(852) 2584 8633/(852) 2584 8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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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有一處酒基本資訊

伯大尼修院由前到後主要分為三個區塊：療

養院、小教堂與僱工區。其中，以小教堂最為細膩

精緻，強烈的新歌德式建築風格，包括如尖頭窗、尖

拱穿廊、小尖塔、花形浮雕以及柱頂三葉草等裝飾，構建

成一處華麗卻又肅穆的宗教空間。小教堂內的彩繪玻璃命運曲折，據

悉， 1975年伯大尼修院出售之後，總共 19面彩繪玻璃全部下落不明，
後來經過修復工程籌畫小組努力尋找之下，找回九面玻璃，其餘則委

請遠在菲律賓的專業技師參照舊照片仿製而成。

特色
建築

伯大尼修院曾於 1978年至 1997年租給
香港大學使用， 2002年進行修復工程，並
將屬於二級歷史建築的舊牛奶公司牛棚，連

同伯大尼修院一併租給香港演藝學院，成為

香港演藝學院電影電視學院學生們上課的校

舍。 2003至2006年間，伯大尼修院進行多
項修復工程，例如原本於 1 961年加建的平
頂屋頂拆除，改以雙層玻璃嵌板搭建為人字

形斜頂式屋頂，而將該處空間作為多功能活

動室，現稱為包玉剛禮堂；原有地下室空間

則改為「法國巴黎銀行伯大尼博物館」，收

藏部分保留文物，並附上文字、圖片和影片

解說，其中還包含納匝肋修院的歷史；舊牛

奶公司牛棚改為展覽廳與惠康劇院。

活化之後，療養院轉為校舍，部分地庫

改建為博物館，而原牛棚處則改建為展覽

廳，設有文字圖片解說板。小教堂和博物館

需透過參加導覽團才能入內參訪，遊客可預

先在網上購票。不過，小教堂空間開放外界

租借使用，是相當受歡迎的婚宴與婚紗拍攝

場地，周末時段最為熱門，至少要提早一年

預約。

計劃
活化

法國巴黎銀行伯大尼博物館因由法國巴黎銀
行贊助設立而得此名，內有相關文物展覽。

舊牛奶公司牛棚改建的惠康劇院。

以牛棚改建的接待中心，設有解說看板。

舊牛奶公司牛棚主建築，以兩
幢相連的六角形建築構成。

正門的鐵鑄圖騰為巴黎外方傳
教會法文名稱首字母「 M E」
與長形十字架標記。

伯大尼小教堂彩繪玻璃原作
為1 8 75年由法國圖盧茲吉
斯達父子公司繪製。

療養院外面的拱形長廊。

伯大尼小教堂開放
外界租用，為熱門
的婚禮場地。

目前，小教堂內保存原有地磚，盡頭的主祭臺陳設亦為原物，包

括正祭臺、祭臺屏風、聖體欄和祭衣室門。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小教

堂門口的木製大門，亦於出售時被拆除運至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後

來由在地企業贊助，遠赴巴黎將

木門運回原址。其實，伯大尼修

院在過去一百多年間曾進行多次

的加建和改建工程，例如 1961年
則將原來的斜頂式屋頂改為平頂

等，然而，整體而言，其歷史價

值斐然。

修院正門口，即療養院入口上方仍保留當時傳
教士刻下的拉丁文，意指「主啊！你所愛的人
病了！」。

窖空間，並發現
當時的酒瓶，此
為仿製作品於博
物館內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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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賈    平民精神的  不 同    體現

龍

九龍以尖沙咀最繁華熱鬧，自香港開埠以來至今未

曾改變。尖沙咀前水警總部不但見證香港歷史的種

種轉變，也見證了尖沙咀的繁華興盛，遊人如鰂

的景象。然而離開尖沙咀觀光區域往其他地區，如

深水埗、太子、美孚等地，不但仍看到殖民時代的

建築與歷史痕跡，還有白手起家商賈的氣派唐樓、

反映豐富香港文化的舊型公共房屋，甚至華工前往

南非打工之前暫居的「豬仔館」—前荔枝角醫院，

或象徵香港人苦幹實幹的「紅白藍精神」，近年已

一一變身中醫藥館、生活館或旅館等現代空間，再

次讓建築與時空對話。

紅白藍330

美荷樓

1881

和 龍

提起落成於1884年的尖沙咀前水警總部，現為「1881」(英文名為
1881 Heritage)，必須了解尖沙咀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尖沙咀位於九龍
半島南端，面向維多利亞港，在19世紀歐美各國強力打開中國通商口岸之
時，維多利亞港(舊名尖沙咀洋面)即因水深港闊而成為當時重要商港之一。
英國政府於管治香港期間，建設了許多殖民地風格的政府建築，尖沙

咀前水警總部即為其一。日佔時期，日軍曾佔用前水警總部作為海軍基

地，甚至可能於地底挖掘地道以備戰之需。1994年，前水警總部正式列為
法定古蹟，而至1996年水警總部人員搬移至他處，留下這一處極具歷史意
義的建築供人回顧。2009年，以活化新面貌「1881」展現新生命的建築風
采。

尖沙咀
  前水警總部

背景
歷 史

1881Heritage

主樓1樓下方利用原有防空洞
物料改建的展覽廳。

酒吧內的拘留室空間保留相當完整。

前九龍消防局主樓與宿舍建築群。

尖沙咀前水警總部活化後成為複合式發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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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生春

前荔枝角醫院

北九龍裁判法院



 

 
 

 

 

 

 

活化計畫由長江實業執行，範圍包含尖

沙咀前水警總部主樓和前馬廄、報時塔、前

九龍消防局主樓和宿舍，五幢建築連成一個

完整的建築群，主樓前的小土坡改為平整大

廣場，保留四棵百年老樹，廣場地面繪有三

大航海地圖，分別為廣州、香港與澳門三

地。而利用原來位於附近的防空地道遺下的

鋼筋混凝土支架及紅磚物料，於主樓地下前

方重建的部分，整理過後轉為展覽廳開放參

觀，展廳內除了不定期因應節慶登場的主題

展覽之外，其餘時間為主樓建築特色展覽，

讓民眾能一窺當年尖沙咀前水警總部於主樓

內的各項建築特色。若意猶未盡，可參加

「1881」每日下午的免費導覽團。
主樓部分，改為古蹟酒店 H u l l e t t 

House，設有十數間不同主題的豪華客房。
酒店內並有多間餐廳及酒吧，提供各地的

特色美食，更有不少人專誠到來品嚐下午

茶。而酒吧內仍保留原有的拘留室空間，

新舊並陳，恍若時空錯置。除了古蹟酒店

外，「 1 8 8 1」還有各類國際高級精品店入
駐，以及一個以古蹟為主題的展覽館，使得

計劃
活化  

T h e P a r l o u r餐廳
的小漢堡需等 20分
鐘，全因廚師認真
及精心炮製那美味
紮實的漢堡肉。 

The Parlour餐廳
的下午茶，包含
鹹點與甜點，精
緻美味。

「1881」廣東道連幢精品店，讓人以為身處歐洲。

古蹟酒店一樓的餐廳，下午茶
時段經常座無虛席。

前水警總部包含主樓與馬廄，主樓原為兩層樓高，於 1920年代加建第
三層。主樓建築風格典雅，結合殖民地風格與維多利亞時期的建築特色，

如拱門與簡雅的柱式等。此外，可在靠九龍公園徑一側發現雕花繁複的印

度式陽臺，此為印度員工的辦公空間。主樓 1樓(Ground Floor)的木板地
離地面而建，該空間並設有通風口，可促進空氣流通並降低室內溫度，為

綠色建築的先驅典範。馬廄位於主樓西面，正門保留原件，古樸的木頭充

分透露時間洗練的痕跡，其中一扇門中間還開了一個小門，此扇小門才是

給人員使用，大門是配合馬兒的體型設計而成。

前水警總部所在區域還有多幢建築，包括報時塔 (又稱圓屋 )與颱風信
號杆、前九龍消防局主樓及宿舍，其中報時塔亦屬於法定古蹟，前九龍消

防局主樓及宿舍則歸屬於歷史建築。報時塔建於 1884年，特地選址於尖沙
咀海旁，即為了讓來往船隻能遠遠而清楚望見報時塔，憑報時塔卸下的時

間以進行經線儀校正 (航海天文鐘 )。目前塔頂的時間球並非原物。

特色
建築

報時塔上方的時間球
曾是維多利亞港往來

印度色彩濃厚的陽臺。

報時塔內重置當時的操
作儀器。

此為主樓建築後方，圖
中建築底下一排小窗口
是槍房保安窗戶。

位於古蹟酒店一樓的酒吧，
仍保留原有的拘留室。

船隻的重要依靠。 「1881」成為尖沙咀結合歷史懷舊的新興逛
街購物區，充分展現香港時尚潮流的風尚，

也是香港一個文物旅遊的地標。

歷史建築評級：
尖沙咀前水警總部與馬廄 (法定古蹟 )
報時塔 (法定古蹟 )
前九龍消防局主樓及宿舍 (二級歷史建築 )

地址：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及廣東道交界
交通方式：港鐵尖東站 L6出口，步行五分鐘即可到達
開放時間：10:00~22:00
入場費用：免費入場。
免費導覽需電話預約，電話： (852) 2926-8000。
網址：www.1881heritage.com

基本資訊

中央廣場不定期舉辦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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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炮和信號炮見證香港殖民歷史。 

式主題活動，搭配各類
大型裝置藝術。 23 



  

 

龍

背景
歷史

太子道西，若以行政區域劃分則與尖沙咀同屬

於油尖旺區，然而，這裡所感受到的香港氛圍大不

同，貼近香港平民文化，觀光商業氣息消失。探訪

此區，一定要認識界限街與花墟道。離太子道西不

遠處的界限街，為 1 8 6 0年代清朝政府割讓九龍半
島予英國的界限，此街以北為租借地，以南為割讓

地，香港殖民時代這一條界限有開放通關時間，大

約早上六點至日落。當時，不少人於界限街附近擺

攤賣花，久而成市，轉為現今的花墟道，在太子道

西192號以北的隔壁街區。太子道為 1920年代開發
的新道路，因英國王子曾於工程建設時探訪而命為

太子道，太子道西 192號左右連成的 10幢唐樓建於 

1930年代。
原僅以都市更新為主要任務的市區重建局，於 

2011年加入「社區藝術文化策略」的都市更新新政
策，利用文化藝術提升舊區生活素質，而太子道西 

192號即以此為背景，自 2008年開始先透過保護與
活化行動收購完成，再經過適當整修，轉為一處結

合藝術文化與社會企業功能的新場域。

紅白330
藍

又一山人藝術作品「無
處不在紅白藍，無處不
在曾灶財」。

紅白藍 330店鋪內的
陳設空間。

紅白藍 330店舖門口。

（太子道西 19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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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道西 1 9 0號至 22 0 A號
為少見的戰前連幢唐樓。

特色
建築

太子道西 1 9 2號為 1 9 0號至 

220A號的連幢唐樓之一，香港人
稱為廣州式「騎樓」建築，除了住

商混合，並將一樓空間內縮，留出

騎樓空間，不但適合南方炎熱多雨

的氣候，而且利於店舖生意運作。

據悉，香港最早的唐樓以青磚、瓦

片斜頂、木構等建成，樓高二至四

層，沒有衛浴設施，後期出現空間

較大的唐樓，並改為混凝土，二次

大戰前大批唐樓建成以應付逐漸增

加的人口，而現下慣稱當時建成的

唐樓為戰前唐樓。

太子道西 192號左右一排的連
幢唐樓建於 1930年代，屬戰前唐
樓，為四層樓高的建築，中間兩幢

已被改建為新式樓房，剩下 1 0幢
建築的高度與外觀設計相同，為法

國和比利時建築商組成的建築公司

所建成，當時被視為現代化住宅，

居民多為中產階級。大戰前所建

唐樓多已拆除，連幢式唐樓更是

少見，此 10幢建築所佔面積約 435
坪，為香港最大的戰前唐樓建築群

之一。太子道西 192號一樓店鋪面
積約 33坪，挑高約 4.4公尺，以香
港地小人稠的特色，這樣的空間算

是相當寬敞。

市區重建局對外關係助理總經理
梁綺蓮

市區重建局積極推動太子道西連幢唐樓的
活化保育計劃，希望能將此連幢唐樓全部
收購保護。 2012年開幕的紅白藍 330，為
市建局實現社區藝術文化策略的第一個實
驗基地，有鑑於新生會豐富的社會企業營
運經驗，決定採用新生會的計劃書，以香
港獨特的紅白藍文化藝術，為舊社區注入
新動力。

人物專訪

知名藝術家又一山
人，本名黃炳培，作
品屢次獲國際獎項。

工作坊天花板的
雨傘藝術置裝
為C h o c o l a t e 
Rain的作品。

紅白藍做成的吉祥春聯。



 

 

 

 

太子道西 1 92號空間於 2 012年交由新生精神康
復會 (新生會 )經營「紅白藍 330」，為期兩年，讓藝
術文化氣息透過 192號場域感染與改變舊社區。「紅

計劃
活化 手提包，為紅白藍 330與又

一山人的合作品牌產品。

紅白藍材料做成的
車票卡與鑰匙包。

紅白藍材料做成的燈罩。 

C h o c o l a t e 
R a i n設計的
拼布胸針。

香港情懷軟陶磁鐵
中有港式月餅。

新生會精神康復者藝術家的
軟陶彩繪藝術創作。

可以拉開變成一條
繩狀的零錢包。

背景
歷史

雷生春宅邸故事可說是早年香港許多企業

發跡的縮影或代表之一。主人雷亮是香港老字

號貿易商萬信隆和九龍巴士公司創辦人之一，

生於 1863年，十六歲離開家鄉廣東台山至香
港尋求機會， 1930年代才步入人生豐收期，

雷
生
春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中

醫

藥

學

院

雷生春位於荔枝角道和
塘尾道交界，土地面積
為一三角形基地。

白藍」為早期香港人生活中必備的帆布用品，外觀為

紅、白、藍三色條紋，拿來遮風擋雨或盛載各類物

品，相當實用與耐用，藉此代表店舖所販售的商品與

紅白藍密切相關，更刻意彰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淚

中帶笑，笑中帶淚的刻苦精神。

「330」則為「身心靈」的諧音，也就是新生會
將近 50年來努力服務的範疇，透過專業協助、社會企業、精神健康教
育、互助及家屬支援等，全方位發展精神健康服務。店舖內除了販售新

生會精神康復者所製作的紅白藍產品，新生會特別邀請香港知名藝術家

又一山人打造一系列合作品牌產品，放入香港人平民生活俚語，如「哪

怕再重」 (有擔當 )，就是其中一款側背包的主題，反映出香港平民文化
與正向思考核心精神。店舖內亦展售不同香港藝術家和精神康復者的工

藝作品與花藝設計，並不定期推出不同主題之正向思想手作工坊，與社

區民眾互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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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訊香港情懷軟陶磁鐵為新生會
精神康復者手作的產品。

歷史建築評級：
二級歷史建築

地址：九龍旺角太子道西 192號
交通方式：港鐵太子站下，沿太子道

西步行約 10分鐘。
開放時間：10:00~20:00
入場費用：免費 龍27

短缺，藥水停產，之後藥水製造藥方也隨之失

傳。日佔時期，雷生春逃過多次劫難，後代

子孫雷中元回憶，盟軍投擲的燃燒彈掉進頂

樓菜圃未爆破，讓雷生春得以保存。當時，已

近八十歲的雷亮事業中斷，健康亮起紅燈，於 

1944年逝世。雷氏家族於 70年代全部遷離， 

90年代雷生春宅邸空置， 2000年評定為一級
歷史建築。雷氏家族期間思考過各種運用方

法，最後於 2003年正式捐給政府， 2011年透
過「活化歷史建

築伙伴計劃」交

予香港浸會大學

中醫藥學院活化

再利用。

︵
雷
生
春
堂
︶

一樓天花板的雷生春與敬福堂匾
額，修復時擦上桐油以防蟲。

主樓後方新闢的休憩空間，
立有中醫把脈塑像。

興造雷生春大宅，留下一幢代表香港上層社會

的唐樓瑰寶。

雷生春於 1931年落成，一樓分隔成三個
店鋪，其中街角店鋪自營，開設藥房，為雷生

春跌打藥水的總發行。抗日戰爭爆發後，藥材

在一樓櫥窗柵
門兩旁的對句
以玻璃保護，
說明雷生春藥
局的業務。



 

 

為了降低舊有木門的
使用量，增建另一道
現代化的門。

特色
建築

唐樓，為香港區內於 19至20世紀初期盛行的中式住商混合樓房。唐樓
除了住商混合的特色，還留有騎樓空間，可遮陽擋雨，適合炎熱多雨的氣

候環境。雷生春為典型的唐樓建築，而且屬於上層社會的豪華式唐樓，許

多建築細節相當講究，外觀表現採中西合璧，宛若一件建築藝術作品。

雷生春樓高四層，配合街角位置形成一幢三角形建築，大門入口處設

於荔枝角道與塘尾道交界，建築外觀分為前立面和側立面。位於荔枝角道

的側立面和前立面屋頂，刻有雷生春字樣石匾的女兒牆。每層樓都有細微

裝飾的柱式，而二、三樓更利用甕形瓶裝飾扶欄，典雅古樸。另外，每

層樓都有迴廊空間，一樓部分則為騎樓空間，因為相當寬敞，又稱走馬

騎樓。因屬於富貴人家宅邸，許多建築構料相當講究，包括一樓的柱子採

花崗岩，而外牆洗石子混入蠔殼，在陽光照耀下閃閃發光。另外，門窗鐵

欄設計款式多樣，防盜與美觀兼具，還有彩色花式地磚、天花板金色線板

等，堆疊出雷生春宅邸富貴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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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彩磚多為原件，看
得出時間磨蝕的痕跡。

許多金屬構件經過整理
修復後都仍使用。

門窗鐵欄設計款式多樣，
除了防盜、通風亦美觀。

一樓外牆以洗石子
混入蠔殼做成。

一樓柱子以三段花崗岩打造而成。

二樓以上騎樓轉為候診區。

雷生春街角店鋪原為藥房，依此特質，交由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活化再利用最為貼切。

浸會大學將之命名為雷生春堂，提供中醫診療

計劃
活化

香港涼茶相當有名，
現場不妨買一杯涼
茶，降火氣。

主樓後方加建鋼骨樓
梯，以解決舊有樓梯
狹窄的安全問題。

一樓空間不大，設有
涼茶與藥材販售區。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
院於雷生春堂提供中醫
診療服務與義診。

服務，包括義診，沿續雷生春藥房懸壺濟世的精

神。一樓藥房改為展示區，二樓以上作為診療

區。為了符合現今法規，活化再利用時除了修繕

舊有建築之外，在塘尾道一側興設鋼骨結構樓梯

與主樓相連，以解決舊有樓梯狹窄的問題。

雷生春跌打藥水源自雷亮故鄉「台山公益埠

百歲坊雷生春敬福堂」，一樓天花板兩幅修舊如

舊的匾額「敬福堂」與「雷生春」高掛其上。此

外，入口旁還有雷生春歷史與活化計畫的影片播

放，以及舊物展示，包括已失傳的跌打藥水複刻

版說明與包裝。一樓空間的牆邊設有文字與圖片

說明解說板，利用畸零角落販售中醫藥學院特別

配製的涼茶與藥材包。二樓以上為診療區，迴廊

空間巧妙地改為候診區，並置放解說看板與影片

播放等，讓民眾利用空檔認識香港中藥歷史或雷

生春建築風格。

雷生春跌打藥水的藥
方已失傳，現場僅有
複刻版包裝留念。

歷史建築評級：一級歷史建築

地址：九龍旺角荔枝角道 119號
交通方式：港鐵太子站下， C2出口離開港鐵，沿太子

道西往西走，遇荔枝角道過馬路右轉即可抵
達。

開放時間：(一樓 )周一至周六 9 : 0 0 ~ 2 0 : 0 0，周日 
9:0 0~ 13 : 00；導覽團周一至周五 14 : 00和 
16:00，周六 9:30和11:00，需網路預約。

入場費用：免費
網址：http://scm.hkbu.edu.hk/lsc/tc/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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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訊



30

談到前荔枝角

醫院的前身，可謂

見證香港以至中國

的發展歷史，並帶

出香港地理位置的

重要性。 17、18世
紀，海上貿易盛行。 1685年，清朝政府取消海
禁，設立江、浙、閩、粵四個海關，而至 1757
年清朝政府實行一口通商，廣州成為唯一通商

口岸，粵海關地位相形重要。 1887年，粵海關
於九龍一帶設立九龍關分關，也就是前荔枝角

醫院所在地區，後來在東邊山坡發現「九龍關

地界」石碑即為最佳證據。當時，荔枝角一帶

尚未進行填海工程，位置高又近海，居高臨下

的優勢非常適合建立關廠。 

戰爭獲勝取得德蘭士瓦區殖民地後，決定大舉

招募華工前往南非開礦，這一群華工，也就是

俗稱的苦力。為了方便集結運送一批批苦力，

特色
建築前
前荔枝角醫院包含上、中、下三大區域，沿著山

坡而建，標高大約 19至50公尺。其中，中下區建築
推測建於 1921至1924年，上區大約建於 193 8年或
以後。下區曾作監獄使用，後來改作禮堂、辦公室或

儲物空間。建築僅一層樓高，簡單的長方形樣式，紅

磚牆、木構支架、中式雙層瓦屋頂、西式對開格窗，

屬於實用主義風格，並未加入太多裝飾細節，總共一

大、一中與一小的長形建築圍成ㄇ字形，開口面向中

區。從ㄇ字開口處設置樓梯通往中區和上區，沿樓梯

步行而上，可俯瞰下區整體環境。

中區和上區的建築物則為兩層樓高，亦都屬長形

建築，中區為中式瓦屋頂，主為鋼筋混凝土建築物，

屬病房大樓，一樓用做活動空間、護士值班室、餐廳

和儲物空間等，二樓則為開放式病房。目前，中區總

共六幢建築物，上區則主要有五幢建築物，一排排平

行相對，外圍綠樹密布，建築物彼此之間相隔空間寬

裕，不會有侷促之感，可說不但擁有部分私密性，而

能給予病人完善休養空間的優質環境。

饒

宗

頤

文

化

館

荔
枝
角
醫
院 

31

饒宗頤文化館下區館區。

▲西式的對開對格窗加上百
頁木窗。

中區的表演廳，未來將有與中
華文化相關的節目於此上演。

▲保育館裡有
九龍關地界石
碑複刻品。 

▲

中區的接待空
間，設有玻璃頂，
並讓外牆紅磚外
露，設計感十足。

背景
歷史

展館盡頭立有大師
饒宗頤的銅像。 ▲下區建築物少見的變化裝

飾，於窗口做了拱形變化。

▲在接待中心的
建築發現側邊牆
角有做部分的倒
圓角修飾。

中區與上區的建築為白色系，輔以周邊的綠意，寧靜氣息滿載。

19世紀，英國大舉擴張殖民地，南非布爾

英國人在此地興建華工屯舍，成為這一群苦力

暫住之所。因當年販賣華工的活動俗稱「賣豬

仔」，故此地亦俗稱「豬仔館」。 1910年代，
此區改為檢疫站，到了 1920至1930年代又先後
改為荔枝角監獄、荔枝角傳染病醫院。此後，

扮演醫療護理機構的角色至 2004年關閉為止。龍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於 2009年獲選為「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

計劃
活化

保育館除了展示解
說建築歷史之外，
還有保育活化過程
的說明。 

▲

電腦互動遊戲讓認
識歷史建築變成輕鬆
有趣的教育過程。

前
北
九
龍

S 

C 

A 

D
香港司法制度沿襲英國法制。在 1 9 4 0年代以

前，香港境內只有兩所裁判法院負責審理九龍區案

背景
歷史

前北九龍裁判法院建築風格
帶有新古典主義色彩。

進入法庭其
中，不難想
像進行審判
時的情境。

劃」下前荔枝角醫院活化歷史建築的夥伴，遵循「香港文化傳承」的

精神設置為「饒宗頤文化館」，以國學大師饒宗頤為主軸，宣揚中華

文化，而各區分別提供不同的功能以活化整個歷史建築群。目前，下

區已於 2012年6月正式開幕，上中區預計 2013年年底完工開放，下區
為展館，中區為表演廳與餐廳，上區則為青年旅館。

下區包括保育館、藝術館和接待中心，保育館門口提供兩台紀念

鋼印蓋印處。保育館內則利用文字、圖片和有趣的電腦互動遊戲，從 件，至 1950年代其中一所法院拆除，然後 1960年
清末時代說起，一步步深入淺出地探尋前荔枝角醫院的歷史發展。其

中，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更實地採訪當年曾於醫院服務的醫生或護

士，遊客可戴上耳機，聽在地人說故事。藝術館則以國學大師饒宗頤

生平故事和藝術作品展覽為主，館內展有多幅饒宗頤的書法國畫作

品。另外，除了饒宗頤作品常設展，還會推出

以饒宗頤創作為主軸的各類主題藝術文化展演

活動，例如茶道藝術即為其一。 

港裁
判
法
院

香代新建北九龍裁判法院。然而，隨着另一間法院亦

於2 0 0 0年關閉，使得北九龍裁判法院一度成為唯
一審理九龍地區案件的法院。其後，香港全區的裁

判法院由九間合併為六間，北九龍裁判法院也於 

2 0 0 5年關閉，原本管轄受理的案件全轉至觀塘裁
判法院和九龍城裁判法院。透過「活化歷史建築伙

伴計劃」，前北九龍裁判法院已活化成 Savannah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香港分校 (SCAD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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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建築評級：三級歷史建築

地址：九龍青山道 800號
交通方式：
港鐵美孚站下， B出口離開港鐵站，朝香港大學專業進修
學院方向前行，至中華電力變電站，登上行人天橋，左轉
至青山道休憩公園，過馬路即可抵達。
開放時間：
逄周二、四及六 10:00~18:00(待中上區投入服務，將全
面開放 )；導覽團 11:00、14:00及16:00(於周四 12:00另
設一團英語導覽團 )，需網路預約
入場費用：免費
網址：www.jtia.hk/

基本資訊

▲饒宗頤文化館設計推
出的帆布包紀念品。 

▲ 饒宗頤文化館接待中心內亦
販售大師饒宗頤的相關書冊。

▲保育館門口的紀念
鋼印蓋印處。

港)，並於 2010年正式運作。
北九龍裁判法院審理管轄區域包括旺角、深水

埗、石峽尾、長沙灣及何文田等地區。根據曾駐守

的高級督察所述，北九龍裁判法院每日出庭受審被

告超過 4 0人，有時甚至超過 

80人。北九龍裁判法院內的法
庭的空間規劃相當縝密，包括

從外部進入法庭內的動線嚴密

規劃，將法官、犯人與大眾使

用的通道分開設置，以體現司

法公正的精神。

犯人席的柵欄仍留有歲月累積的痕跡。 龍33



 

 

     

歷史建築評級：二級歷史建築

地址：九龍深水埗大埔道 292號
交通方式：港鐵站深水埗下， D 2出口離開港

鐵，沿桂林街前行，遇大埔道左轉
即可抵達。

開放時間：Moot藝廊周一至五 8:30~17:30；
導覽團周一至五 10:30及16:30，需
網路預約。

入場費用：免費
網址： www.scad.edu/hong-kong/

基本資訊 

色

北九龍裁判法院於 1960年建成。北九龍裁判法院建築帶有濃厚的
莊嚴之氣，四方對稱又平衡的格局，正好反映法院力求裁判公正的準

則。北九龍裁判法院入口在大埔道一側，現今為了降低使用率，以保

護花崗石階梯和以青銅打造的正門，正門僅於重大場合才開放出入，

平時僅能從側門進出。

此座四方工整的大樓樓高七層，洋溢西方的「新古典主義」風

格，例如採用古希臘羅馬神廟柱式，但去除細部裝飾，只留下立面基

本結構和比例。其它新古典主義的建築特色包括：左右對稱的佈局，

中央五格間和左右每邊七格間的開間，而格間彼此以垂直柱隔開，此

外，中央五格間與整座建築物上方的屋簷亦為特色之一。整個建築立

面切割成相互對稱

的格局，線條剛

特
建築

北九龍裁判法院於 2 0 0 9年交由 

Savannah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使用，變身為藝術設計學校的校舍， 

SCAD香港於 2010年9月正式開課，招收國
際學生。如此極具創意性的活化計畫，獲

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青睞，在 2011年獲
頒亞太區文物古蹟保護獎榮譽獎。

原本法院內規劃的 10間法庭，除了一
間法庭保留下來之外，其餘則在不破壞舊

有建築下，總共隔成約 20至30間教室。於
是，會遇到門口上方標註第四法庭，走進

去卻是繪畫教室的情境，頗有時空扭曲的

錯覺樂趣。二樓的兒童法庭則改為學生自

修做功課的地方，三樓特別保留下來的唯

一一間法庭則成為導覽行程中的重點站，

原有的法官席、旁聽席和犯人席皆為舊有

陳設，而連接法庭、將法官與犯人隔開的

樓梯動線亦完整保留。校方特別加入現代

藝術的裝潢巧思，多了一點愉悅的色彩。

一樓牢房空間，除了最後一間仍特意保持

舊有佈局以供參觀之外，其他皆以不破壞

舊有建築的精神，活化再利用為學生休息

室和會議室。

計劃
活化

一樓 Moot藝廊前的休憩空間。

最後一間牢房特意
保持舊有佈局，轉
為活的歷史教材。 

▲樓梯欄杆的花草圖案，應是源自法國的百合圖騰。

▲中央川堂的樓梯散放濃烈義大
利文藝復興氣息。

舊有的牢房
空間仍保留

。

二樓中庭休憩空間，一旁的
兒童法庭現為學生自習室。

許多公共空間都拿來展示學
生或老師們的藝術作品。

硬，恰巧表現出法

律一絲不苟的特

色。然而，進入大

堂，中央川堂與樓

梯空間則充滿義大

利文藝復興色彩，

與外觀相對，外剛

內柔，帶出法與情

的玩味對照。 以前的牢房設計相當貼心，讓犯人可透過小隔窗伸出去洗手。

一樓舊有的車庫
改為圖書館，開
放學生借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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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歷史

特色
建築

公共房屋在香港平民文化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許多香港風景明信

片裡的典型人文景觀，都會有公共房屋的身影。這種集合式住宅首次出

現在石硤尾，而美荷樓就是香港第一批公共房屋建築群的其中一幢。

二次大戰結束後，內地大量移民湧入香港，有一部份聚居於石硤

尾，他們以鐵皮和木板搭建臨時寮屋居住，生活過得非常艱苦。時間回

到1953年12月25日，石硤尾一場大火燒毀了大批
臨時寮屋，約58,000人無家可歸。當時政府先搭
蓋臨時居所安置災民，並同時成立臨時徙置事務

處負責寮屋清拆與徙置安排。1954年，八座六層
樓高的徙置大廈落成，每座可容納2,000人，其
中包括美荷樓。其後，石硤尾一帶清拆舊大廈，

再建蓋新大廈，或改變舊大廈每一戶的格局，

以解決民眾對公共房屋的渴求。2000年的重建
計劃則決定將六、七層樓高的徙置大廈分階段

騰空、拆清，目前大部分徙置大廈已被或將會

拆除，留下美荷樓見證香港公共房屋的發展歷

史。美荷樓於2010年評定為二級歷史建築。

樓 

美荷樓為樓高六層的徙置大廈，屬於鋼筋混凝土構建的現代

化建築，地板、牆身及隔間均為混凝土，最大特色在於兩翼長形

建築單位中央有一字形建築連接，構成一「H型」，故又被稱為
「H型」第一型徙置大廈，為香港公共房屋裡碩果僅存的H型建
築。這些大廈早期按英文字母排序，美荷樓早期被為H座，後來
因新增更多大廈，陸續按數字排次序更名，美荷樓後來被分別編

為第15座及第41座。站在美荷樓前的大埔道回看美荷樓及其四
周環境，高高低低的公共房屋襯托著美荷樓，也代表香港公共房

屋演變歷史。

首批徙置大廈每一層樓在中央一字形建築部分均設有淋浴

間、兩條公共水管以及六個公共廁所，每一戶單位均面向中庭，

每一戶前面為開放式長形走廊，走廊貫穿整層各戶，單位內並無

廁所和淋浴空間，也沒有廚房，居民可在走廊煮食，也造就當

時社區關係緊密的背景。大廈共有384戶，每戶可容納五個成年
人。1950年代，每戶月租金約港幣10元，另外每月收取1元水
費。1970年代，美荷樓曾進行改建，將每一戶改為具基本設備
的獨立空間，包括把兩個單位打通，加設廁所、淋浴間，把後方

露台增蓋窗戶圍封成廚房。

YHA
美 荷 樓 青 年 旅 舍

美荷樓青年旅舍
完成假想圖。

特色
建築

探訪舊居民拍攝紀錄。

香港公共房屋舊時期
的長形走廊。

美荷樓為香港僅存的H型公共房屋
建築，活化後仍保持H型設計。

收集舊物回來都會先整理記錄。
興修過程中，還要再用
的構材會分類整理。

美荷樓空置時的舊觀。

美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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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建築評級：二級歷史建築

地址：九龍深水埗石硤尾邨美荷樓
交通方式：
港鐵深水埗站下，自D2出口離開港鐵站，
沿桂林街前行，遇大埔道左轉即可抵達。
時間與費用：
規劃中，預計2013年第三季開始營運，導
覽團開放時間請參閱網站
網址：www.meihohouse.hk/chi/

基本資訊

計劃
活 化

2009年，香港青年旅舍協會獲選為美荷樓進行活化，美荷樓隨即進
入翻修改建工程，根據活化計畫成為一間結合青年旅舍、在地生活博物館

與推展在地生活小旅行的場域，即美荷樓青年旅舍。美荷樓青年旅舍共提

供129間客房，包括107間雙人房、10間通鋪、8間家庭房與4間身障人士
專用房。在這些房間裡，除了一般陳設風格的房間之外，還會特別規劃幾

間懷舊氣息較濃的主題性房間，把早期公共房屋的特色元素加入。

為了迎接美荷樓青年旅舍落成，香港青年旅舍協會做了多方面的準

備，包括建立舊居民生活網絡，尋找舊居民回來，收集在地故事，並蒐羅

生活舊物紀錄並拍照，這些資料將整理置於生活館內。此外，香港青年旅

舍設想周到，收集整理美荷樓周邊店家小吃資訊，更協助提供英文解說，

讓來到美荷樓入住的國際背包客能發現石硤尾和深水埗平民文化之美。事

實上，美荷樓青年旅舍裡將有一兩層樓做為生活博物館，重現早期公共房

屋的生活切片景象，而青年旅舍更將規劃在地導覽行程，由在地人領路說

故事。

翻新後的美荷樓青年旅舍外觀。

美荷樓生活館
完成假想圖。

美荷樓青年旅舍進
入最後工程期。

界

新界區的地域相對廣濶，有許多綠色休憩地帶。

香港早期的發展主要集中在香港島及九龍，其後

為應付人口增長，才積極拓展新界。其中，位於

青衣和大嶼山中間的馬灣屬於新界的荃灣區，早

期為一處居民以打漁維生的小島，僅靠船隻與外

界聯繫，交通相當不方便，倒也因此保留一股濃

厚的純樸閒散氣息，可看見島上村民安分知天命

的精神。自從青馬大橋落成，馬灣對外交通略顯

便利，馬灣的開發亦逐步啟動，然而，仍保留許

多極富歷史價值的人文景觀，包括芳園書室、漁

排、天后宮等。

芳園書室

近     郊  的 純樸     美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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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園書室位於馬灣田寮村，而馬

灣為新界大嶼山和青衣島之間的小

島，散放一股寧靜而舒閒的氛圍。大

約18世紀，陳氏宗族從青衣島移居至
田寮，聚居而成田寮村。 1 9 9 7年以
前，馬灣宛若一處遺世獨立的小島，

與外界聯絡必須依靠船隻，而 1963年
至2 00 3年間，馬灣的渡輪服務亦只
連接青龍頭，來往交通不便，間接促

使古樸的芳園書室得以保存下來。

據傳，芳園書室建於 1 9 2 0至 

1930年代，為當地地主興建，前身為陳氏書齋，供在地小孩上課興學
之所。上課方式小而巧，採不同級一起上課，早期甚至讓學生學習基本

閱讀書寫知識之後，便離開書室繼續務農。由於馬灣與外地交通不易，

芳園書室在當時為馬灣唯一的學校，規模雖小，對當地村民而言相當重

要。日佔期間，日軍曾短暫進駐書室，興學活動停擺，戰後重新開放。 

60年代，學生人數增加，村民在書室附近增建馬灣公立芳園學校， 2003
年兩所學校均停辦。芳園書室於 2010年評定為三級歷史建築，於 2013年
透過「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完成活化並對外開放。

背景
歷史

特色
建築芳 芳園書室建築帶有一點農村色彩，為獨幢樓房，前有寬廣的前庭

花園，花園周邊圍有矮牆，樓高兩層，正立面帶有中西合璧風格。由

於當時馬灣資源匱乏，建材取得不易，村民們賣沙集資購得花崗岩堆

砌左右兩邊山牆及後方牆壁，正立面牆壁則為鋼筋混凝土結構，前門

門檻建材則為花崗岩。雖然只是小農村，村民卻相當用心地打造一間

堅固的書室。

書室外觀隱藏許多吉祥語彙，例如二樓陽台的側面欄杆利用吉祥

雙「壽」圖案設計而成，兼具美學與實用功能，並將中華傳統文化精

神融入建築當中。正立面屋頂山牆為整幢建築最精彩的部分，不但色

彩最鮮豔，並融入許多文化圖騰，如正中央圓形圖案為「寶相花」，

是隋唐時代流行的佛教圖騰，轉形自蓮花或牡丹，隱含寶、仙之意，

而兩側的「盤長結」圖案則寓意吉祥如意、綿延不斷，《易經》記載

此為表示尊重古代學者。二樓陽台正面欄杆以混凝土建造而成，裝飾

以幾何圖案對稱組成，相當精緻。屋頂則用陶製瓦板、筒瓦及木樑

架。

芳園書室樓高兩層，附有
前庭廣場的獨幢建築。

馬 灣 水 陸 居 民 博 物 館

園書室

圓玄學院社會服務總監梁永義 (右)
馬灣鄉事委員會主席陳崇業

梁永義表示，圓玄學院社會服務部提供婦女職
業訓練、安老機構並開設小學與幼稚園等，希
望透過芳園書室，帶給馬灣居民更多學習機
會。曾於1940至1950年代就讀芳園書室的陳
崇業，回憶當時物資缺乏，下課都在玩鬥蟲等
鄉土遊戲。

人物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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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關借地七英呎石
碑隱含海關官員與村
民發生紛爭的故事。 

▲馬灣村內古老
的天后宮。

馬灣島石仔灣的漁排，往
昔漁民以漁船為家度日。 

▲正立面屋頂山牆藏有許多中
華傳統文化語彙。 

▲ 博物館現場
還有早年的上
課教材展示。 

▲ 馬灣汲水門一帶水流
特別急，特立「汲水無
波」求平安。

旅 遊 及 教 育 中 心 暨

屋頂內修復後的瓦頂木樑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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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園書室交由活躍於荃灣

地區的圓玄學院活化再利用。

圓玄學院為一結合佛教、道教

與儒教的宗教服務團體，將芳

園書室改為一處與馬灣地區居

民互動交流，並提供社區服務

的場地。首先，將芳園書室設

為馬灣水陸居民博物館，一踏

入正門將帶領民眾認識芳園

書室過往興學歷史，入口處擺放了一個可與孔子影像互動的遊戲，鞠

躬之後可得一張孔子語錄卡片。後方擺有一座馬灣歷年發展的電動模

型，啟動之後，將會看到整個馬灣從過去到現在發展的狀況。

隔壁房間則介紹馬灣居民的生活產業，包括有名的蝦膏、漁排及

花炮。當地居民信仰媽祖，每年媽祖誕辰的慶典活動以搶花炮最具濃

厚的在地色彩。另外，利用書室空間，提供社區居民各類充電課程，

延續芳園書室的興學精神。圓玄學院在提供靜態展示之外，更精心規

劃馬灣漁村的在地導覽行程，以芳園書室為基地，實地探訪馬灣漁村

的人文自然風情，探訪地點包括天后宮、馬灣大街、汲水門、九龍關

石碑、漁排、美經援村等。

▲

孔子語錄
卡片為特色
紀 念 品 之
一。

歷史建築評級：三級歷史建築

地址：新界荃灣馬灣田寮村
交通方式：
 港鐵／港鐵荃灣站下，B2出口離開港鐵，至荃灣西樓角
路荃灣多層停車場大廈前搭乘NR331巴士，在基慧小學站
下，往回走遇芳園路右轉即可抵達。
渡輪／中環2號碼頭搭渡輪前往珀麗灣，至珀麗灣搭乘公車
NR330、332、334，於基慧小學站下車再步行。
開放時間：
周一至周五9:00~17:00，周六、日及公眾假期9:00~18:00
入場費用：港幣10元
網址：http://fongyuenstudyhall.hk

基本資訊

▲孔子影像正後方
可練習寫書法。

計劃
活 化 博物館亦展示說明馬灣居民的生活與產業。

進入大門後記得先行向孔子鞠躬。

島

香港大大小小的島嶼約有二百多個，最大島嶼

為機場與香港迪士尼樂園的所在地的-大嶼山，

約144平方公里，大約台北市的一半，行政區

域上劃為新界離島區。大嶼山村落不多，早期

居民多為務農，如今雖已不務農，但仍不難在

島上看到過去農村生活所留下的痕跡。大嶼

山的大澳為香港知名景點，擁有迷人的漁村風

光、人文風情濃厚，仍有住民生活，生命力十

足。漁村雖偏遠，過去屬海防重要之地，殖民

時代曾設有警署單位，如今則轉為深受歐美旅

客喜愛的文物酒店，促進在地經濟發展。

舊大澳警
署

若即  若      離      島嶼風情的



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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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大
澳 背景

歷史
舊大澳警署入口花園繁花綻
放，宛若一處小公園。

大

澳

文

物

酒

店

大澳位於大嶼山西南端，面對南中國海，早

年為重要海防基地，當地居民以打漁維生。清末

年代，大澳一帶海盜猖獗，故自英國人於 1898年
租借新界不久後，便於 1899年5月在大澳設立臨
時警署，後於 1902年在原來的臨時警署之處，設
立永久警署，也就是舊大澳警署。警署所在位置

靠近海岸的小山坡上，當時並無太多大樹遮擋，

可清楚觀察南中國海與大嶼山內陸的活動。 1903
年，派駐大澳警署的警務人員共有 15人，即使到
了1950年代派駐人數並未增加，只有 14警員、 1
名翻譯員和 1名助理。當時階級之分明顯，歐洲
籍人員出任高級管理職位，印度籍人員負責巡邏

任務，而中國籍人員則負責文書工作。

據傳， 1925年大澳村曾發生一宗嚴重的強盜
事件，大約 60名強盜洗劫了 35間房屋和商店，在
強盜離開之後，村民才能通報警方。 1996年，大
部分大澳警署警員調派到大澳龍田邨報案中心工

作，大澳警署於年底正式關閉。 2009年，決定轉
交香港歷史文物保育建設公司，

重整活化為大澳文物酒店，於 

2012年2月正式開幕。

警
署

舊大澳警署建築規模大致可分為三大部

分，前段主樓，中段附屬建築以及後段增建

部分。舊大澳警署建於 1902年，當時規模包
括主樓和附屬建築。大約 1950年代，舊大澳警署進行改建工
程，即於後段增建一座一層樓高房舍連接中段的附屬建築，

擴大舊警署規模，以解決擁擠與衛生欠佳的問題。在此項改

建工程未進行前，舊警署並未規劃水管設施，所有用水皆需

靠人力與船隻至他處運送到警署。

警署建築風格為中西合璧，散放濃烈的殖民地色彩，為

香港殖民建築的典型代表之一。主樓的中式瓦片屋頂、法式

對開落地門窗、木百葉窗、拱廊、拱形大門和壁爐等，結合

中式、古典主義和文藝復興的建築構材與裝飾細節，步入其

中宛若搭乘時光機回到過去。細看中段的附屬建築，建築模

式則採用中國嶺南的硬山屋頂和西式鑄鐵柱廊，又一殖民時

代下的混搭產物。舊警

署所在範圍仍看得到

多項警務相關設施，

包括入口處的探照

燈，文物探知中心內

的拘留室，還有盡頭

處的看守塔等。

特色
建築

舊警署後方的看守塔。

原為報案中心，改為文物探知中
心，仍可見拘留室完整樣貌。

入口處的探照燈。

主樓二樓充滿古典風格的廊道。

舊大澳警署建築風格洋溢濃厚的殖民色彩。

大澳村的棚屋為在地特色風情。

大澳村的街上不時可
看到居民在曬魚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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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級歷史建築歷史建築評級：

地址：大嶼山大澳石仔埗街
交通方式：
港鐵東涌站下，至鄰近的東涌市中心巴士總站轉乘 
11號巴士至大澳村 /大澳碼頭，車程約 50分鐘。
開放時間： 
(Tai O Lookout餐廳 )7:30~22:00 
(文物探知中心 )11:00~18:00；導覽團周一至周日 
15:00及16:00，需網路預約。
入場費用：免費
網址：www.taioheritagehotel.com

基本資訊

舊大澳警署於 2012年正式以大澳文物酒店的身分重新開放，報案中
心改為文物探知中心，除了作為接待中心使用，兩間拘留室仍完整保留，

但改放特色紀念品供民眾參觀，形成一股相當有趣的氛圍。大澳文物酒店

總共有九間客房，分布於主樓的房間內仍可看到百年壁爐，而木製的百頁

窗亦皆運作正常，入住其間，懷舊感濃烈。為了讓到訪旅客能深入認識警

署，每一個房間門口都掛有簡單的今昔對比說明，若客房未有客人入住，

歡迎遊客入內參觀。後段增建部分則加入新元素，屋頂增建玻璃天幕，成

為餐廳空間，當陽光灑下，與周遭的自然綠意融為一體。

大澳文物酒店除了提供在地居民更多工作機會之外，更設立管道帶領

遊客認識大澳漁村純樸風光，間接促進在地經濟發展。酒店每天下午定時

導覽團，開放遊客參加，免費導覽舊大澳警署建築與歷史，另外，更為房

客規劃大澳漁村體驗文化之旅、黃昏遊船之旅等。由於酒店與文物保育緊

密結合的特色，已榮獲多項設計與經營的獎項與殊榮。

九間客房陳設皆相當典雅，
主樓客房仍可見百年壁爐。

另有套房附設客廳，或可
依房客需求改為兩間互通
的房間。

餐廳 Tai O Lookout的玻璃天幕引進自然陽光。

以大澳端午節龍舟活動
物件設計的紀念筆。

目前規劃的文物徑如下：

香港文物探知館
古物古蹟辦事處轄下的香港

文物探知館主要設施包括展覽

廳、演講廳、教育活動室及參

考圖書館，向公眾展示和闡釋

文物保護工作，以增進公眾對

文化遺產的認識。

地址：九龍尖沙咀海防道九龍公園

電話： (852) 2208 4400
傳真： (852) 2377 9792
電郵： amo@lcsd.gov.hk
網址： www.amo.gov.hk/b5/discovery_center.php

香港歷史博物館
除了位於漆咸道南的主館外，香港歷史博物館還有五

間分館，分別位於筲箕灣的香港海防博物館、深水埗的李

鄭屋漢墓博物館、位於柴灣的羅屋民俗館、位於香港鰂魚

涌公園內的葛量洪號滅火輪展覽館，以及位於中環半山的

孫中山紀念館，以展示香港及周邊地區的考古、歷史、民

俗及自然歷史有關文物資料。

地址：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 100號
電話： (852) 2724 9042
傳真： (852) 2724 9090
電郵： hkmh@lcsd.gov.hk
網址： http://hk.history.museum

文化在線
「文化在線」由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製作和管理，

通過手機應用程式，適時向使用者發放文化節目及博物館

專題展覽的最新資訊。民眾可透過 Apple App Store或 

Google Play下載。
網址： w w w . lc s d . g o v . h k / s p e c ials / 
cima/b5/index.php

文物徑
從各區找出特色歷史景點，並將之串聯起來成一條散

步路線，深度走訪香港在地人文風情的另類選擇。可至古

物古蹟辦事處網站查詢相關資訊。

網址： www.amo.gov.hk/b5/trails.php

旅
遊
資
訊

博物館資訊

香港歷史小旅行錦囊

手機程式

羅屋民俗館

香港歷史博物館

香港文物探知館

香港歷史博物館

香港海防博物館

中西區文物徑

屏山文物徑

龍躍頭文物徑

大潭水務文物徑

灣仔歷史文物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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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醬豬扒包，附有大澳特產 紅樹林特飲。

活化
計劃 的改良蝦醬，將原來的味道

調淡，適合遊客品嚐。

免費導覽活動正在進行，假日
遊客人潮眾多。



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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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心

港鐵
港鐵提供機場快線，自機場直通市區，每人單程港

幣100元。遊客全日通及小童遊客全日通，票價分別為港
幣55元及港幣25元，憑票可在發票當日起一個月內的任
何一天，無限次乘搭港鐵。旅客亦可選擇機場快綫旅遊

套票，包括機場快綫一至兩程指定車程的車票及3天無限
次乘搭港鐵，票價分別為港幣220元及港幣300元，有關
詳情歡迎瀏覽港鐵網站(www.mtr.com.hk)查看「港鐵
旅遊產品」。

旅客亦可在港鐵購買電子儲值卡—八達通，第一次

購買為港幣150元，含押金港幣50元，租用型八達通卡
使用未滿三個月可退卡，但須付手續費港幣9元，可另行
增值，增值地點包括港鐵及便利店。八達通在香港使用

範圍非常廣泛，包括大多數公共交通工具、超級市場、

便利店、快餐店、西餅店、百貨公司及自動販賣機。

電車
電車只限於在香港島行走，分為六條不同的路線，

最遠的一條路線由筲箕灣連至西環堅尼地城，跨越港島

北三個地區，非常適合旅客漫遊觀賞周遭景物。成人票

價一律為一趟港幣2.3元。

計程車
目前，市區計程車(紅

色)首兩公里的收費為港幣
20元，新界計程車(綠色)
及大嶼山計程車(藍色)分
別為港幣16.5元及港幣15
元。乘客亦須繳付行李費

及隧道附加費。

各旅遊中心除了可免費提供

相關旅遊小冊子之外，還能

解答交通住宿等疑問，並給

予行程建議。

或者，可利用旅遊熱線查詢，旅遊熱線：

(852) 2508 1234(每日9:00~18:00)。

地址：一號客運大樓入境大堂緩衝區A及B
開放時間：每日8:00~21:00

  
地址：山頂露天廣場(凌霄閣及山頂廣場之間)
開放時間：每日9:00~21:00
 

地址：尖沙咀天星碼頭

開放時間：每日8:00~20:00

香港國際機場旅客諮詢中心

香港島旅客諮詢中心

九龍旅客諮詢中心

旅
客

資
訊

交
通

香港電車(叮叮車)

香港中環(市區辦理登機)

香港地鐵(旺角站)

出版 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2013年5月)
製作 壹週刊行銷暨業務部

鳴謝 (按筆劃序)
 1881 
 Savannah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香港分校
 大澳文物酒店

 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

 古物古蹟辦事處

  市區重建局
  香港青年旅舍協會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聖雅各福群會
  香港演藝學院
  香港藝術中心
  圓玄學院
  新生精神康復會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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