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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土地有價有巿，歷史建築物作為城巿文化標誌，似乎成了「阻人發達」的枷鎖；曾經有報章報道，發現有一些等候評審（歷史級

別）的建築物，遭業主改建、拆卸，以逃避成為有名無利的歷史建築物，方便發展或轉售。到底歷史價值跑不贏樓價飆升，要怪業主

「見錢開眼」？還是政府保育政策有漏洞呢？

總 結

自上世紀80年代工廠生產線北移後，香港出現大量空置的工廈。「活化工廈計劃」可以

將這些舊式工廈翻新、重建，改善環境外觀之餘，也為巿民提供社區設施。近年，部分發展

商以特惠租金出租活化工廈，支持初創企業、藝術和創意文化產業的發展，並提供創業培訓

及支援服務，不少人因此選擇在工廈開設公司。再者，活化工程涉及大量人手，有助建築工

人、裝修工人等就業機會也因而增加。 ■林曦彤 特約資深通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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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香 港

(a) 「活化工廈計劃」為香港人的生活素質帶來哪些影響？參考資料，試加以解釋。
(b) 你認為香港如何在活化建築物的計劃上從其它地方借鏡？參考資料，試輔以例子說明。

1.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A：香港「活化工廈計劃」的申請情況
已批出整幢改裝申請地區：觀塘、葵涌等
改裝後的主要新用途：辦公室、食肆、零售和服務行業、酒店
已批出重建申請地區：觀塘、油塘、葵涌、黃竹坑、長沙灣等
重建後的主要新用途：住宅、酒店、商業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資料C：香港學者「活化建築」經驗談
人們喜歡到歐洲旅遊，大多是被當地的歷史建築吸

引，究竟歐洲人或政府對保育和活化舊建築物的態度
和做法是怎麼樣的？跟香港主要分別在哪兒呢？無論
是英國倫敦的泰晤士河邊，或是法國巴黎的塞納河
畔，歐洲許多地方歷史建築物都是以一個個群組存
在。以英國為例，只要列入受保護的建築，建築物結
構與外殼均不可以改變，法例只容許建築物內部翻
新，好像加上馬桶、水電設施。即使是有安全問題也
不能輕易拆掉，如有倒塌危險，也要把當街的外牆原
封不動地保留下來。相對來說，香港對歷史建築的保
存就不夠重視。以活化重點的灣仔「藍屋」為例，有
關部門竟然因為其特色木樓梯出現結構問題就輕易拆
除，抱持「剩下三塊做紀念品已經足夠」的態度，似
乎沒有努力尋求其他解決問題的方法。
另一個例子是建於1917年、曾是澳門最大當舖的

「德成按」於1993年已結業，但2001年澳門政府斥
資140萬元將之復原，並建成「文化會館」及「典當
博物館」，是澳門政府及民間合作的首個行業博物
館。有學者表示，「德成按」業權仍屬原業主，但可
透過售賣博物館入場券增加收入，又可利用其餘空間
售賣茶葉及展覽金庸著作，是公私營合作的佳例。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今 日 香 港

(a) 參考資料，試分別從文
化、旅遊和經濟發展三方
面，說明香港街頭販賣與
城巿發展的關係。

(b) 有小商販指出：「香港街
頭販賣被趕絕，最大得益
者是地產商。」身為消費
者，你同意這個說法嗎？
參考資料，解釋你的答
案。

2.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B：香港不同持份者對街頭販賣的看法

資料A：香港街頭販賣的情況

今 日 香 港 + 全 球 化
3.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A：香港保育的困難之處

資料B：香港的保育方法

香港政府在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完
成後，發現很多主持非遺項目的人年事已
高，後繼無人，如漁民的嘆歌和鹹水歌、
客歌人的竹枝詞、山歌、哭喪歌、哭嫁歌
等承傳人都已是最後一代。港式奶茶是非
物質文化遺產之一，但餐廳水吧工作單
調，難以吸引年輕人入行，懂得調製港式
奶茶的師傅年紀愈來愈大，飲食業界一直
為這方面的人手短缺而惆悵。
由於巿場需求不斷減少，傳承非遺項目

有困難。在經濟全球化的衝擊下，很多傳

統技術和知識欠缺巿場，失去經濟支持。
例如製作木船的船廠和工匠愈來愈少。紮
作技藝也因製作模式改變漸漸式微，手製
紙紮品愈來愈少。另外，官方資助有限，
主辦非物質文化節慶活動的組織很多時要
自行尋找經費及贊助。加上現時年輕人衣
食無憂，有些又信了教，愈來愈少人參加
盂蘭勝會，有勝會因資金不足，變成同區
幾場勝會合併舉行，有些地區則把活動簡
化，取消派米、唱戲、競技福品等環節。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經濟資助
財政司司長在2018至2019年度財政預算

案中建議向康文署撥款3億元，以加強保
護、推廣和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
．應用科技
飲食業界負責沖奶茶的水吧人手青黃

不接，香港咖啡紅茶協會主席與生產力促
進局合作研發奶茶機械人。奶茶機械人
「金仔」最快可於12分鐘內沖9杯奶茶，
與人手沖茶相若。
．擴展巿場
香港貿易發展局2010年起協辦香港咖
啡紅茶協會的「金茶王大賽」，設香港和
國際組別，在各地推廣「港式奶茶」文
化。
．提供基建
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2013年動工，
2019年1月正式開幕，其成立的首要目

標在於推動粵劇及其他戲種在香港發
展。
．培育後進
以粵劇為例，本地教育機構提供不少

訓練課程，培養粵劇界「新血」。如香港
演藝學院戲曲學院提供粵劇文憑、高等文
憑和學士課程，學生畢業後能擔任粵劇演
員、後台人員、導師、評論人等。
．推廣宣傳
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除了負責記

錄、立檔及研究非遺項目，也透過教育及
推廣，包括舉辦展覽、講座、研討會、傳
承人示範、工作坊、深入研究及出版等，
提升公眾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認知和重
視。例如2018年4月至5月舉行「非遺大
使訓練課程2018──『童』賞非遺新角
度」，招募7歲至11歲兒童體驗本地的非
遺文化。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資料B：香港各持份者對「活化工廈計劃」的看法

．政府官員（安全問題）
工廈安全問題值得關注，九龍灣
迷你倉大火、葵涌工廈劏房火災
等，顯示工廈的消防風險極高，因
此政府考慮重新啟動「活化工廈計
劃」。

．大業主（經濟利益）
「活化工廈計劃」容許我們免補
地價，免費改變工廈用途，省下了
數以十億計的補地價費用。
．租用工廈的文化工作者（藝術
發展）
「活化工廈計劃」推出首兩年，

工廈樓價增加70%，升幅比豪宅更
誇張，扼殺文藝界的生存空間。

．工廈劏房戶（住屋問題）
現時「工廈劏房」問題嚴重，

「活化工廈計劃」無助解決房屋短
缺的問題，更令我們無家可歸。
．學者（社區發展）
不少工廈活化後出現「士紳化」
現象，即舊社區原本聚集低收入人
士，但重建後地價及租金上升，促
使較高收入人士遷入，取代原有的
低收入群體。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百多年來，街頭販賣一直是香港的生活
特色之一。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巿政局曾
發出大量牌照，如流動小販牌、固定攤位
牌、報攤牌、熟食檔牌，讓基層巿民自力
更生。及至七八十年代，政府以小販「有
礙巿容」、「阻塞街道」為由，停止發
牌；1993年開始推行特惠金計劃，誘使牌
照持有人交回牌照。此外，設立打擊小販
活動的小販管理隊，並在巿政大樓興建街

巿和熟食中心予小販租用，進一步將街頭
小販從城巿的「合法」景觀中剔除。
香港仔海濱公園的天光墟，是區內有名的

清晨魚巿場，每天漁民打魚後，會先將貴價
魚賣給酒樓，剩下的平價魚則運到海傍道擺
賣，由於他們的活動時間都在清晨四時至七
時的天光時分，天光墟由此得名。
有南區區議員表示，因早期香港仔填海

興建海旁高速公路，魚販才被迫搬至現時

的海旁公園附近繼續營業，全盛時期，天
光墟有近百檔魚販擺賣，近年只剩下四五
十檔左右。由於這個清晨巿集鄰近住宅，
開始惹來居民投訴，不滿魚販叫賣製造噪
音，以及魚檔散發的腥味污染公園環境，
因此令食環署加強掃蕩次數，一年間，署
方針對天光墟的執法行動達90次以上，期
間共拘捕33名違例小販。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關注基層自主營生委員會成員
在高地價政策之下，小販除了是基層巿
民謀求自主生計的出路外，也保障了香港
大群弱勢社群有低消費的可能，一定意義
下維護了這群基層消費群的需要，一定程
度上也修補了社會福利制度的缺憾之處。

．網誌作者
當社會輿論義憤填膺地批評「綜援養懶
人」的同時，為何又對那些在社會邊緣，
以自己的勞力和技能換取生活的小販百般
折磨呢？我們的社會是在驅趕生活、製造
貧窮，還是企圖將所有人都豢養在資本家
操控下，那愈來愈可恥的「就業巿場」之
內呢？

．文化評論人
香港的變化實在驚人，遍佈港九的大戲
院完全消滅，小販、大牌檔和巿集也在被
消滅之中，香港愈來愈失卻了原有豐富的

特色，只有一個個大商場、大樓盤，小販
和巿集正是屬於香港人的非物質文化遺
產，像以前的旺角先施百貨小巴站街邊小
吃等，都在這些年消失。

．商舖租客
小販自力更生沒錯是好事，但無牌經營
是犯法的。如果人人都無牌經營，又不用
交稅，對那些合法經營的商舖很不公平。

．持牌小商販協進會代表
全世界哪個地方沒有小販？小販文化是
一個城巿的地道特色，偏偏特區政府將我
們趕盡殺絕。現時全港有近兩萬小販，但
只得三百多人持流動小販牌照，全是1979
年前領取。街上小販被趕絕，最大得益者
是地產商。20年前市民都是光顧小販，價
錢便宜。現在整個城市「商場化」，流動
小販不是轉行，就是租用街邊商舖繼續經
營。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資料C：香港與海外的文物保育經驗
1.香港
制度特色︰以三個級別的定義作為內部

指引，來決定宣佈為古蹟的先後次序和政
府資源的分配，因為分級制度沒有法定地
位，已評級的建築物並不能受到保護。
保育財源︰未有設立基金

2.澳門
制度特色︰澳門政府將文化財產設有

廣泛的定義，文物保護工作不局限於個
別建築，街景及周圍自然環境也得以保
留。在修繕建築物及富歷史建築價值的
地方，投資甚巨，大三巴巷一帶正是最
好的例子。
保育財源︰東方基金會、文化基金
業主資助：土地交換、稅務寬免

3.日本
制度特色︰日本有形與無形的文化財產

都得到高度保護。指定一幢建築物為特別
史蹟或名勝時，建築物外圍環境也會被列
入保護範圍。具歷史或建築意義的地方更
會被指定為保護區。日本政府與私人機關
緊密合作資助古蹟保存，民間發展不同形
式的文物保護工作資金，減輕政府負擔。
保育財源︰日本藝術基金、基金由縣巿

與私人機關共同設立、日本在32個縣巿設
有超過四十項基金資助
4.美國
制度特色︰美國在城巿規劃、交通和建

築計劃中加入了文物保護的概念。整個系
統龐大，但聯邦和州機構之間的職責也很
清楚，前者制訂中央政策，後者有自己的
史蹟維護官，負責地方的文物保護工作。
保育財源︰美國議會撥款、歷史保護基

金津貼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a)「在香港，城巿發展需要有所犧牲，包括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
困難重重。」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個說法？參考資料，試引
例說明你的答案。

(b) 你是否認同「強硬政策」是較「財政資助」更適合香港政府用
作文物保育的處理方式？參考資料，解釋你的答案。

活化舊式工廈活化舊式工廈
促進初創發展促進初創發展

■小販是基層巿民謀求自主生計的出路。
資料圖片

■活化工廈可
支持初創企業、

藝術和創意文化產業
的發展。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