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評論

活化記憶

更新未來

──香港的歷史建築保育
■ 程婉玲

摘

要：源於中國，經西方文化熏陶

「現代發展」並駕齊驅，增添城市發展的實

及衝擊下的香港，培養出一種獨特的殖民

力與魅力，使城市走向未來時得以更新成

地個性。無論是英國屬土管治，或是主權

長。

回歸中國，香港的鮮明定位，令她一直保
持國際間的成就 [1]。香港向前發展時不忘

香港的保育文化
器時代，居住於 華南地區沿岸島嶼的先

本文探討香港歷史建築保育工作的開創與

民，其後被中原的秦朝納入版圖後，踏入信

繼承，並集中研究香港建築的保育歷史、

史的開端。往後的一千多年間，香港只是

經驗、策略、社會價值和文化底蘊等，選

一個名不經傳的捕魚產鹽之地。

取具代表性的例子闡述，說明保育歷史建
築，能達到活化記憶、更新未來之效。
關鍵詞：香港，歷史建築，保育，活
化記憶，更新。

直到自鴉片戰爭以後，清朝因多次戰
敗，在一八四二至一八九八年間，先後將香
港向英國進行一系列的租借和割讓，形成
了今日香港的邊界。借著英國的殖民地統
治，香港變成一個自由港，得以飛躍發展，

前言
城市的歷史文化，是她的出處，決定

並隨著時代變遷，逐漸由貿易港口轉型成
製造業城市，再轉型為今日的國際金融業
中心。

她的個性；城市的發展進程，是她的成長，

香港經歷飛躍性的發展，除了重要的

建構她的成就；城市的保育工作，是她的

西方管治、制度和文化影響外，亦源於中

涵養，散發追求未來的氣質。

原政局而成為南下謀生的商人、資本家、難
民避戰避難之地，又因英國殖民地的角色

的城市化過程將歷史建築拆卸，保護保育

利於經濟迅速發展，令華南地區內的文化

文物的呼聲不絕於耳，政府機關、社會團

中心亦由廣州轉移到香港，香港由「避難

體和公眾在長期的互動下，產生不同的政

所」變成「文化搖籃」。因此，跨越多個中

策與措施和社會現象，務求活化歷史。文

國朝代、又經歷殖民管治的香港，自開埠以

物保護的成功莫過於得到社會整體的投入

來的一個多世紀裏，出現無數富有中西特

和支持，建立起公民社會的共識，由保育

色的建築物，它們默默見證城市的成長。

過去舊有的歷史文物，到教育下一代歷史

要現代化和建立現代的社會意識，文

性與現代化的共存意識，讓「文物保育」與

物保護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故此，香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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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物古蹟在歷史中出現的同時，急速

源於中國，經西方文化熏陶及衝擊下的香港，培養出一種獨特的

堅毅、踏實而又不失熱情和優雅的氣質。

殖民地個性。香港向前發展時不忘保護歷史，半世紀的保育工作散發

香港歷史始於超過三萬年前的舊石

出一種堅毅、踏實而又不失熱情和優雅的氣質。

保護歷史，半世紀的保育工作散發出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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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在實行相關立法和施政時，面向文物保

建築。雖然港府於一九七一年制定《古物

護政策有兩重意義：第一，就是在公民社

古蹟條例》，宣告具歷史價值的建築物為

會的共識之下，授權政府動用公帑和權力，

「法定古蹟」[3]，但隨著社會上要求保存歷

建立市民共同擁有的公共空間，營造文化

史 建 築 的 聲 音 越 來 越 大，麥 理 浩 終 在

認同，是核心價值所在。第二，增進文物建

一九七六年成立古物古蹟辦事處及古物諮

築的周邊利益，締造懷舊文化區，促進文化

詢委員會，並在一九八○年首次引入歷史

旅游，提供城市的優閒空間，令城市更有

建築評級制度[4]。

歷史深度和文化氣魄，增加大都會的吸引
力和競爭力。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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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社會上要求保存歷史建築的聲音越來越大，麥理浩終在

一九七六年成立古物古蹟辦事處及古物諮詢委員會，並在一九八

首次引入歷史建築評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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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先驅－麥理浩

香港殖民地時期的一百五十六年間，

郵政局(一九一一年建)

先後出現過二十八位總督，被視為是歷史

麥理浩也順應民間發起的中文運動，

上最傑出和最受市民愛戴的港督之一的麥

在一九七二年積極推動中英雙語並重政

理浩爵士，在一九七一年至一九八二年出

策，至一九七四年通過中文與英文均為香

任香港總督。在長達十年的任期裏，他推
動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包括：房屋、廉潔、

港法定語文，一改過往以英文為重的情況
[5]

。語文對文化的影響深遠，中英雙語並重

教育、醫療、福利、基礎建設、交通、經濟

政策帶來往後中西文化交融的可能性，我

和社會各個方面，還有開發新市鎮、創立

們今天才可以欣賞到極富中西色彩的文物

廉政公署、九年免費教育、興建地下鐵路和

和建築。

地方行政改革等重要的政策和建設，增強
了香港人對香港的歸屬感[2]。
一九七○年代的香港社會急速發展，

歷史建築保育的發展
1.立法與條例

不少具歷史價值的建築物在麥理浩任內相

一九七六年《古物及古蹟條例》生效，

繼因新的發展拆卸，在中環一帶，舊建築

古物諮詢委員會及古物古蹟辦事處於同年

拆卸的速度尤其急速，如郵政總局（下圖：

成立，並由社會上有關領域的專門人才、監

建於一九一一年，一九七六年被拆卸重建

督辦事處工作的法定組織「古物諮詢委員

作商業用途）、告羅士打行、公爵行、公主

會」，按（不含法律效力的）歷史建築評級

行和香港匯豐總行大廈等富殖民地色彩的

制度，把大約五百幢文物建築按其文物價

告》中表示，察覺到香港市民日益關注本

一九三九年－《城市規劃條例》（《香

的方向，故在三司十一局的改組中，特別成

一九七 六年－《古物及古蹟條 例》
(《香港法例》第五十三章)。
一九七六年－《郊野公園條例》(香港
法例第二百零八章)。

立專責部門「發展局」，帶動推出一系列保
育措施。
二○一二年七月一日，以梁振英為首
的香港第三任特別行政區政府正式上任。
早在其競選政綱之中，梁振英表達他對活

條例》(香港法例第四百二十五章)。
一九九八年－《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香港法例》第四百九十九章)。
二○○一年－《市區重 建局條例》
(《香港法例》第五百六十三章)。

化歷史建築的關注：「在進行城市規劃時，
注重保育與城市設計的關係，包括小區景
觀和生活功能」及「在活化舊區時，依據法
例加以保護」。
同年十月，他於立法會會議上發言，首
度在文物保護課題上開腔，概述他的施政

二○○七年政府推出文物建築政策，

方向，雖然只是短短數句，亦可視為其二

基本原則指明：保護文物而非接管文物；

○一三年施政報告的前瞻：「在保護文物

保護標準取決於文物價值，並非純粹歷史

方面，我們會繼續透過民間參與，保留和

長短；應在文物保護與經濟代價間取得平

活化有價值的歷史建築物和特色小區，但

[7]

衡；充分顧及私人權益 。
2.公眾諮詢與政府施政
市民是一個地方、一個城市的持份
者，領導人越尊重市民的參與，越能提升

必須同時尊重私有產權。我們希望可以利
用城鄉結合，保育郊野，活化善用歷史建
築，建立平衡和優質的城市生活」[8]。
3.保育政策入課堂

市民的歸屬感。香港政府在重要施政前，

高中學教材套（二○一○年）：

會收集公眾意見。二○○四年，政府就文物

二○○九年實施新高中學制，通識教

建築方案，向公眾進行諮詢，要點包括：文

育科成為必修科目之一。香港特區政府轄

物建築的篩選條件、保護方式、金錢代價、

下的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於二○一○年

責任承擔等。最後共收集了一百五十份意

委約香港教育學院編撰教材套，名為「保

見書，共五百多項意見。

育活化@歷史建築──香港文物保育政策

不少意見指出《古物及古蹟條例》的

通識教材」，為通識教育科教師提供以探

不足之處。該條例只「提供」並只「限於」

究文物保育議題的教材，並與初中個人、社

一種保護形式（即宣布為法定古蹟的）。公

會及人文教育中的「時間、延續與轉變」和

眾促請政府對文物保護採取「全盤考慮方

「文化與承傳」兩個範圍的銜接。學界對教

式」，不單涉及修改文物評審和評級的機

材套的反應正面，除了考察已活化的歷史

制，也把法定保護方式由獨立的個別樓宇

建築物，學生更明白歷史建築的保育和活

擴展至建築群、保護區和地帶。公眾對個

化，瞭解香港人的生活素質、政治參與及

別歷史建築和地點的保護方式提出具體的

身分認同的變化[9]。
大學課程普及化（二○一二年）：

評級的歷史建築和具文物價值的地點（包

香港的大專院校亦有提供文物保育相

括灣仔街市、藍屋、利東街、太原街和交加

關的課程，如香港大學建築學院早於二○

街）。

○○年開辦建築文物保護碩士課程，二○

行政長官在二○○七年的《施政報

一二年亦開辦了全港首個「建築文物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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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如中區警署建築群、皇后碼頭，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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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衛奕信勳爵文物信托

政府推出文物建築政策，基本原則指明：保護文物而非接管文

港法例》第一百三十一章)。

物；保護標準取決於文物價值，並非純粹歷史長短；應在文物保護

港的文化遺產，並承諾為文物保育訂定新

與經濟代價間取得平衡；充分顧及私人權益。

香港歷史建築保育相關的法例有：

文化評論

值列為一級、二級或三級建築物[6]。

政府山的整個城市規劃布局就是個劃時代的殖民地文化標

志，市民生活成長的集體回憶。保護政府山，給香港一個活化

二○一六年第二期（總第八十九期）

一百七十年歷史回憶的機會。

文化中國

文學士」課程，提升「建築文物保護」知識

遺產基金會；由二十一個保育團體組成的

的普遍性，香港亦因而繼印度及上海後，

「政府山關注組」的保護政府山運動。

成為亞洲第三個開設有關學士課程的城

正當政府在施政報告公布推行保育中

市。課程讓學生明白如何「舊建加新」，使

環計劃時，卻又計劃出售政府合署西座。

建築物如何在保留重要歷史價值下，配合

於是，二○一○年「政府山關注組」成立

[10]

小區的實際需要 。

[11]

，致力爭取完整保護中區政府合署建築

透過向高中生灌輸保育知識和在大學

群，反對出售山上土地予發展商。關注組

設立專科課程，在社會層面，可以於教育中

又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反映，

提高普及性，跳出專業和精英的框架，不

爭取國際關注，保留政府山文化價值和公

再流於政策層面之上；而於經濟層面，文

共性，讓發展密集的中區能保留一片百年

物保育可以開拓香港及內地文物保育的市

歷史的綠洲。二○一二年五月，小組積極呼

場。

籲社會各界人士向政府反映保育的訴求，
4.民間保育力量

古物古蹟委員會因而為山上歷史建築進行

香港人對文物保育的關注，除了政府

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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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法和教育的普及化外，民間保育團體

政府山早於開埠時已劃為政府專用

的力量也是一種強烈的催化劑。他們因應

地段，一直是港府的政治中心。整個政府

各自獨特條件，承擔不同的保育任務，當中

山背靠英式的兵頭花園，面向維多利亞海

包括：配合通識教育及歷史科課程，為老

港，東面是軍事用地美利炮台，西面是華

師和學生提供教學支持的文化葫蘆和成立

人地區（中央街市及培訓華人英語的中央

獨立「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的長春

書院），高一點的戰略位置有監獄及警署，

社；本身已是古典建築的龍圃花園所設的

南有英資匯豐銀行職員宿舍（即今終審法

龍圃慈善基金，舉辦導賞團，提升公眾對

院）和英國人精神所依的聖若翰座堂等。

香港文化遺產保育議題的關注；以能成為

一九六○年代，當時的港督府（即現

香港保育文化遺產的思想和行動的匯點為

在的禮賓府）是殖民地時代社會運動的熱

目標，摒棄以商業考慮為主導的香港文化

點，「六七暴動」一幕最為深刻，為緩和市

於一對對聯，寓意雷生春所生產的藥品能

節舉行開放日，讓市民欣賞府內盛放的杜

夠妙手回春。地鋪為醫館及藥店，上面三層

鵑花，是無數市民的集體回憶。

為雷氏家庭成員的住所。雷生春是展示社

政府山的整個城市規劃布局就是個劃

會齊心合作保育的好例子：

時代的殖民地文化標誌，市民生活成長的

二○○○年，雷氏的後人向古物古蹟

集體回憶。保護政府山，給香港一個活化

辦事處提出將雷生春堂捐贈給港府，古物

一百七十年歷史回憶的機會。

諮詢委員會同年將雷生春堂列為一級歷史

歷史建築保育措施成功案例
出的活化建築眾多，本文挑選其中三項，並
詳述第三項的保育中環，回應民間在保護
政府山的關注。
1.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

建築物。
二○○三至五年，獲港府正式接收，
並進行修葺工程。
二○○八年，成為首批「活化歷史建
築夥伴計劃」下的七幢建築物之一。
二○○九年，獲得政府資助二千八百
萬港元，香港浸會大學將雷生春堂發展為

「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採用具創

集中醫藥保健服務、公共健康教育、歷史

意的方法保存歷史建築，並擴闊其用途，

文化展覽於一身的「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

把這些建築物轉化為獨一無二的文化地

保健中心──雷生春堂」。定期舉辦義診，

標，並採取社會企業的營運模式，同時注

為區內弱勢社群服務，預留每日兩成的門

入商業管理元素，務求達至雙贏的效果。

診名額予綜援人士。

雷生春堂具有古典意大利建築特色
[12]

，和香港戰前騎樓的典型建築設計風格

的唐樓。建築物由雷氏家族擁有，名字源

二○一二年浸會大學中醫藥保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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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雷生春堂

透過向高中生灌輸保育知識和在大學設立專科課程，可以於教育

七層，石柱和樓梯均有雕飾。大樓的設計

中提高普及性，跳出專業和精英的框架，不再流於政策層面之上，而

可行。成功得以復活的歷史建築如：

法院屬西方新古典式多層建築，樓高

於經濟層面，文物保育可以開拓香港及內地文物保育的市場。

政府會提供適當的財政支持，令計劃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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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歷史建築的保育措施成功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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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怨氣，一九六八年開始，港督府每年春

文化中國

在香港，有不少歷史建築其實是私人
擁有的資產，為解決歷史建築遭受拆卸重
建的威脅，政府採用了行政方法以保護相
關的建築物，防止歷史建築遭到拆卸，方
法包括讓有關持份者以地換地和轉移發展
權益，以補償業主的損失。
二○○七年，行政長官發表的《施政
報告》中，公布新的文物保育政策，政府認
同有需要提供合適的經濟誘因，以鼓勵私
人業主保存他們所擁有的歷史建築。政府
在推行這項政策時，目標是在保育歷史建
築和尊重私有產權之間取得恰當的平衡。
二○○八年行政會議通過一個非原址換地
方案，根據建議的換地方案，業主會將建
築物交予政府供保育和活化，而政府將會
把毗鄰一幅面積相若的人造斜坡撥予業
主，以供發展私人住宅。景賢里便是政府以
換地方式而成功保護私人歷史建築的成功
例子。
薩瓦納藝術設計（香港）學院
雷生春堂具有古典意大利建築特色，和香港戰前騎樓的典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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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設計風格的唐樓。名字源於一對對聯，寓意雷生春所生產的藥品

能夠妙手回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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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九龍裁判法院（二級歷史建築）

一九三七年，兩個著名家族共同擁有

上最大特色是門外兩條組成六角形的樓

的私人大宅「景賢里」，巧妙地糅合中西建

梯，不少香港電影和電視劇的法院場面曾

築特色的「中國文藝復興」風格興建，展示

在此拍攝，以營造訴訟雙方相遇的場景。二

本港在殖民地時代早年的超卓建築技術和

○○五法院關閉後，至二○○八年，首批成

工藝的建築物，亦反映二次大戰前華人社

為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下的七幢建築

群地位日高，財富日增，是香港一幢罕見、

物之一，二○○九年獲政府宣布由美國薩

出色的建築藝術品。

瓦納藝術設計學院得營辦權。這是保育工
作擴展至國際層面的成功例子。
保育成果：美國薩瓦納藝術設計學院
（Savannah College of Arts and Design）
將保留建築物獨特的外觀，以保存建築的
原貌。部份設施將免費開放予公眾參觀，
並會設立一個介紹北九龍裁判法院歷史的
展覽館。
社會裨益：把香港與北九龍裁判法院
打造成亞洲數碼媒體的主要研習中心，可
將香港推廣成為區域性的藝術設計教育中
心，提高香港在國際性數碼媒體和創意工
業的競爭力，為當區帶來一千五百名本地
及海外學生，有助活化該區。
2.提供經濟誘因收回私人歷史建築

景賢里大樓全貌

二○○七年，業主將物業售予一位中
國大陸富商，隨後進行拆卸工程，將富有
東方特色之綠色三層大屋瓦頂，及中式藝

救的地步。

座多層購物商場；由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

為法定古蹟，予以永久保護，以附近佔地約

一九四五年八月香港重光成為香港臨時政

四千七百平方米無樹木人工斜坡，向業主

府總部、一九六五年改為維多利亞城地方

進行「以地換地」方式交換景賢里，並為景

法院、一九八○年成為香港最高法院，到

賢里進行修複，然後交給政府管理，將景

一九九七年的香港終審法院，都擔任時代

賢里活化再用並打做成一個供本地居民以

性的任務，直至二○○九年，成為「保育中

至外地游客享用的景點，以不影響該區一

環」的八個保育項目之一，她才能得以被活

帶的發展密度、交通流量、景觀及綠化情

化為另一用途。

況為保育原則。

這座大樓的功能和香港歷史同樣經

二○一二年十一月政府把複修好的景

歷劇變─ ─由香港總督官邸到銀行職員

賢里向公眾開放，展出入圍景賢里活化計

飯堂，由香港首座多層購物商場到香港最

劃的建議項目，包括私房菜館、文化教育中

高法院，使用者由英國人、俄羅斯人，到日

心、證婚勝地等展板及建築模型，以搜集

本人，主權由英國到中國，這座大樓別具身

公眾意見[14]。
3.保育小區－保育中環

份的象徵。

中環是港島開埠後最早開發的地區，
早在一八四一年，英國人把港島沿岸港口
的一帶（即現今中環、上環、西環）劃為政
府專用地段，著力發展，一八八九年將之稱

程婉玲：活化記憶 更新未來

年香港日治時期日軍用作日本憲兵總部、

「景賢里」巧妙地糅合中西建築特色的「中國文藝復興」風格

二○○八年七月政府宣布把景賢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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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飯堂、俄羅斯領事館等，到作為香港首

興建，展示在殖民地時代早年的超卓建築技術和工藝的建築物，亦

和裝飾拆毀，有一些物品被破壞至無可挽

反映二次大戰前華人社群地位日高，財富日增，是香港一幢罕見、

由初期的香港總督官邸，之後用作匯豐銀
出色的建築藝術品。

術品、涼亭之瓦頂及水磨工藝等重要建築

為維多利亞城[15]。
中環是政府山的所在地，是香港的心
臟地帶，行政長官在二○○九年的《施政
報告》[16]中宣布「保育中環」[17]計劃，將這
個見證香港由小漁村開發成亞洲國際都會
的地區，提升文化價值。保育地點包括中環
新海濱一帶、前中央書院原址、中區警署

建於一九四三年，屬新古典風格建
築。一九八九年被列為法定古蹟

建築群、前法國海外傳道會大樓及香港聖
公會建築群等，而使用方式亦不單於活化，
亦包括邀請非牟利團體提供小區服務、改
變土地用途重新發展、公開招標作商業用
途等。
政府樞紐：前法國海外傳道會大樓
（一八四三年）
前 法 國 海 外傳道 會 大 樓 ( F o r m e r
(Court of Final Appeal)由一八四三年至今
的一百七十年間，曾因不同的歷史因素改
變過十六次的不同角色，發揮不同功能，

一九九七年香港政權回歸中國，終審
法院放上特區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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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nch Mission Building)、今終審法院

文化中國

社會價值：聖公會建築群（一八四五

遷離現址，為更能推行社區服務及文物保

富有社會價值的香港聖公會建築群，
為重要的宗教地標，位於中環的重要地

育，為社區帶來最大裨益。
管治結構：中區警署建築群緊密、互
補（一八六四）

段。建築群包括四幢 重要的歷史建築：

中區 警 署 建 築 群 於 一八 六 四 年 至

會督府（建於一八四五至一八四八年）、

一九一九年間建成，前中央裁判司署及域

聖保羅堂（一九一一年）、前教堂禮賓樓

多利監獄分別建於一九一四年及一九四一

（一九一九年）及原為聖保羅書院南翼的

年，是英國殖民地時期初期至近年的香港

舊基恩小學（一八五一年）。

法治、司法及懲教綜合中心，三者緊靠、互

年）

前法國海外傳道會大樓經歷由香港總督官邸到銀行職員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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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首座多層購物商場到香港最高法院，使用者由英國人、俄羅斯

人，到日本人，主權由英國到中國，這座大樓別具身份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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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曾被徵用作日軍憲兵訓練學校，

補。該建築群由三組宏偉的建築物組成，

禮賓樓先後成為多位著名傳教士及名作家

即中區警署、前中央裁判司署及域多利監

韓素音的居所，舊基恩小學曾培訓中國傳

獄。大部分域多利監獄的原本建築物在第

教士及基督教教師。會督府現時是香港聖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炸毀。

公會教省辦事處，而聖保羅堂至今仍為一

政府與香港賽馬會訂立夥伴合作關

所教堂作崇拜用途。其它除於一九五三年

係，將建築群活化為文物保育及藝術中

遭拆毀的建築物部分，現正由香港聖公會

心。建築群另增建兩幢規模不大的新建築

明華神學院使用。

物，預計在二○一四年完成。

一九一九年的中區警署

百年歷史的會督府，現時是香港聖公
會教省辦事處

聖保羅堂，至今仍為一所教堂作崇拜
用途。
聖公會將會保存該址內的所有四幢歷
史建築，重建計劃均以非牟利為基礎，小
學將建成半開放式叵玻璃天幕廣場，拆除
部分石場及大閘，使教會與漏朽鬧市相連，
成為寧靜的綠州；又將會把部分的規劃用
途（包括幼兒園、神學院及附屬住宿設施）

二○一四年將成為文物保育及藝術中心

來新驚喜，建築意義得以更新。
前瞻性的城市發展，會充分顧及關乎
公眾利益的發展需要、尊重私有產權、財政
眾的積極參與。
香港得到社會各界積極參與，才可以
在短短半世紀的歷史建築保育過程中，成
功為歷史建築物注入新生命。這些建築物
不乏跨越百年，它們見證香港從英國殖民
地的身份變為中國特別行政區的香港，以
及政權移交等重要事件。有效的歷史建築
保育會令香港這座城市有清晰的肌理，讓
市民得享活化的回憶。
只有與昔日的社會聯係起來，保留珍
貴的記憶，市民才能完整地建 立身份的
認同感和正面地增強歸屬感。只有把歷史
回歸市民，市民才能以史為鑑，著重品德
和內涵，共同承擔城市的發展；只有全民
參與城市的未來發展，城市才能不斷的更
新，創造生命力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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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minisc enc e Revit alized &
Yuen Ling Clara Ching(Cult u re
Regeneration Research Society)
A bstract: Rooted i n Chi na but
governed by United Kingdom for a century,
Hong Kong has developed her u nique
colonial character. Whether being a British
territories or has her sovereignty back to
China, Hong Kong retains her international
fa me due t o he r i r re pla ceable global
positioning.
This paper studies the beginning and
continuity of the preservation works for
built heritage in Hong Kong. And focuses
on t he her it age h istor y, exper iences,
st rategies, social values a nd cult u ral
essence, vividly illustrated by selected
cases suggesting that, “The efficacy of
preservation of built heritage revitalizes
reminiscence and regenerate future.”
Keywords: Hong Kong, built heritage,
preservation, reminiscence revitalized,
regener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