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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天星事件反思香港文物保護發展 

 
一 引言 
 

過去數十年，香港文物保護發展追不上經濟急速前進的步伐，已有多座文物建築得不到

政策保護而遭拆毁，也令社會錯失了珍貴的文化遺產。2006 年舊中環天星碼頭停航後，市民

發起一連串保留碼頭的行動（下簡稱天星事件），最終未能令碼頭免於被拆的命運，但引起社

會關注文物保護，且影響至今。天星事件能否為香港文物保護發展帶來新的契機？本文就嘗

試解構事件發生的原因，從而反思問題所在，展望香港文物保護發展。 
 
本文所言「天星碼頭」，即舊中環天星碼頭連鐘樓。本文首先分析天星碼頭的文化意義，

並利用報章報導、網絡資訊和政府在網上公布的消息，概述天星事件起未，並分析發生原因。

要探討天星事件的起因，就必須知道事件參與者的目的和背景。筆者為此訪問何來、朱凱迪

和陳景輝1，以他們的訪問內容為根據，了解天星事件參與者的想法。 
 

二 天星碼頭的文化意義 
 

天星碼頭在建築設計別具意義，49 年盛載香港市民的生活印記，具有歷史價值。天星碼

頭是天星小輪經營的中環渡輪碼頭，屬於第三代。該碼頭是因應中環填海而搬遷建於 1958

年。該碼頭是 50 年代中環海濱規劃一部分，與大會堂、皇后碼頭、政府公共停車場及愛丁堡

廣場合共為一整體公共空間規劃項目。2設計標誌着一個時代的「現代化」設計，即典型的英

國「現代主義」風格，風格從以往着重彫刻轉到簡單線條並着重功能空間。大會堂高、低座

和兩座碼頭建築都重採光，以大玻璃窗和廣闊空間構思，令人感覺簡單且與周圍環境融合。3 
 

碼頭的鐘樓有 4 個鐘面，亦標誌着機械鐘年代的精品，製造商是承造英國西敏寺大笨鐘

的機械鐘表大師，目前已絕版停產，精細技術足以令英國西敏寺大笨鐘運作百年無誤，天星

鐘樓是用相同的技術及設計。4天星鐘樓的機械鐘由比利時王子送贈給怡和洋行，再由怡和洋

行轉贈天星。天星鐘樓是香港最後一個機械鐘樓，大鐘每 15 分鐘報時一次。5 
 

歷史價值方面，天星碼頭是香港發展史重要的組成部分，所處位置標誌第三次中環填海

的界線及香港發展的里程碑。1972年海底隧道通車前，天星小輪在過海交通擔當主要角色，

                                                 
1 筆者在 2007 年 3 月 28 日訪問朱凱迪，2007 年 3 月 31 日訪問陳景輝，2007 年 4 月 1 日訪問何來。 
2 香港建築師學會，〈致立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中環天星碼頭保育意見書〉（2006 年 9 月 20 日），

立法會文件 CB(1)2236/05-06(04)， 
<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plw/papers/plw0920cb1-2236-4c.pdf>（2007 年 4 月 25 日）。 
3 熊永達，〈救救「天星」、救救「皇后」〉，《信報財經新聞》，2006 年 11 月 30 日，P13「時事評論」。 
4 同上註。 
5 維基百科，「中環天星碼頭」，2007 年 4 月 25 日，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7%92%B0%E5%A4%A9%E6%98%9F%E7%A2%BC%E9%A0%AD#
_note-0（2007 年 4 月 25 日） 



每天接載數以萬計的人來往港九兩地。6此外，天星碼頭早已成為香港的著名地標，是外國遊

客必遊景點。7另外，碼頭與香港的社會運動結下不解緣，1966年蘇守忠就在碼頭絕食抗議天

星小輪加價，引起社會暴動。8此後，香港的遊行、靜坐等行動都在天星碼頭舉行。還有，天

星碼頭具有獨特的社區意義，與皇后碼頭和中環這政治、經濟中心日漸成長，是香港市民集

體分享的歷史文化一部分，充滿每個年代市民的「集體回憶」。9 

 
根據《巴拉憲章》所指的文化意義，天星碼頭的建築特色、機械鐘樓工藝、歷史、市民

生活印記等具有美學、科學、歷史和社會的價值10，足以令每一代的生活經驗和歷史連繫起

來。而天星碼頭連鐘樓與皇后碼頭和大會堂形成規劃的整體，應視為完整的歷史環境一起保

存下來。 
 
三 天星事件概述 
 

天星事件源自政府按「中區填海第 3 期工程」展開，要清拆天星碼頭及鐘樓，但市民要

求保留，在去年 11 月至 12 月阻止清拆，而演變成警民衝突，事件的參與者幾度進入天星碼

頭清拆地盤。 
 

2006 年 11 月 11 日，天星碼頭停航後，有市民（即事件參與者）在碼頭連日通宵靜坐。
1111 月 18 日晚，參與者第一次上鐘樓敲響機械鐘。1211 月 30 日，參與者再度潛入鐘樓，敲

響機械鐘，利用擴音器大聲抗議。1312 月 11 日，參與者更以鐵鍊鎖地盤入口以阻止政府人員

收取機械鐘。14 
 

12 月 12 日，傳媒報導古物古蹟辦事處委託文物顧問在 2001 年所做一份天星碼頭、皇后

碼頭和大會堂研究報告，立法會議員、民間團體及學者批評政府在「中環填海第 3 期工程」

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中隱瞞該研究。15有市民得知拆卸消息，到天星碼頭外加入抗議，

阻止拆卸。16同日下午，機械鐘首先被除下。17參與者闖入地盤，期間與工程人員發生衝突，

警方談判專家勸參與者離開但失敗。18有立法會議員到場聲援、與路過市民加入靜坐。政府

                                                 
6 同註 2。 
7 Peter Sui Shan Chan, “A Survey Report of Historical Buildings and Structures within the Project Area of the Central 
Reclamation Phase III” (Hong Kong: Antiquities and Monuments Office,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February 2001), 9, Legislative Council Papers CB(1)511/06-07(02) 
< http://www.legco.gov.hk/yr06-07/english/panels/plw/papers/plw1214cb1-511-2-e.pdf> (25 April 2007). 
8 同註 6，頁 7。 
9 同註 1。 
10 The Burra Charter (1999), 1.2, < http://www.icomos.org/australia/burra.html> (25 April 2007). 
11 〈五人爬天星鐘樓抗議清拆〉，《蘋果日報》，2006 年 12 月 1 日，A08 港聞。 
12 〈爭取保留舊天星 團體攀鐘樓高鐘〉，《明報》，2006 年 11 月 19 日，A15 港聞。 
13 〈示威者舊天星敲鐘 鐘樓外掛橫額抗議清拆〉，《明報》，2006 年 12 月 1 日，A17 港聞。 
14 〈鐵鏈封鎖天星地盤〉，《蘋果日報》，2006 年 12 月 12 日，A22 港聞。 
15 吳卓盈、馬耀林、黃綺湘，〈網上供公眾查閱環評附錄「獨缺」一份 政府被指隱瞞挺鐘樓報告〉，《明報》，2006
年 12 月 12 日，A04 特稿。 
16 〈市民示威阻拆天星鐘樓〉，《信報財經新聞》，2006 年 12 月 13 日，P11 政策政情。 
17 黃綺湘、吳卓盈、彭碧珊、盧曼思〈阻拆鐘樓  示威者工人爆衝突  古物諮詢委員會議覓地重置〉，《明報》，

2006 年 12 月 13 日，A02 要聞。 
18〈城規會接納原址保留  逾 20 年孫公門外抗議  示威者阻拆鐘樓與警對峙〉，《星島日報》，2006 年 12 月 13



隨後發表聲明，表示會保留鐘樓及皇后碼頭等有價值的組件，並考慮在中西區新海濱重建天

星鐘樓及皇后碼頭，且沒有隱瞞報告，指出網頁上缺失為技術錯誤。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孫明揚表示政府不會原址保留鐘樓，但考慮把天星碼頭的建築特色融入新建海濱長廊。參與

者到孫明揚住所外請願，要求保留鐘樓。19 
 

12 月 13 日，立法會議員臨時動議討論天星碼頭清拆問題，並要求孫明揚暫停清拆鐘樓。

立法會討論期間，警方清場，驅逐在天星碼頭通宵靜坐的立法會議員和參與者，參與者其後

組成人鏈阻止警車前進，而聲援參與者的市民不斷增加，更有立法會議員到碼頭聲援，一名

參與者被捕。特首曾蔭權回應指清拆天星碼頭早已諮詢各界，取得共識，呼籲市民持平並尊

重法紀。20 
 
12 月 14 日，參與者在晚上舉行燭光晚會，並試圖進入地盤，其後突破警方人牆，再度

闖入碼頭。2112 月 15 日，警方清場，把參與者帶往警署扣留，參與者後保釋外出，參與者晚

上繼續在碼頭集會。2212 月 16 日，參與者繼續集會，並且絕食 49 小時，要求立即停止清拆。

政府批准夜間清拆鐘樓。環保團體向政府有關部門認領鐘樓殘骸，但當局不願交代鐘樓殘骸

去向。2312 月 17 日，參與者遊行往香港禮賓府，要求與曾蔭權見面，其間與警方僵持。2412
月 18 日，立法會議員開會討論清拆天星碼頭問題，追問鐘樓殘骸去向，政府指明鐘樓殘骸已

被砸碎，公眾不用對重整鐘樓存有遐想。25此外，SEE 網路聯絡倫敦大笨鐘製造商「Thwaites 
and Reed」的專家檢視銅鐘機件，提供維修方案和專業意見。26 
 
四 起因分析與問題所在 

 
天星事件引起社會熱烈討論文物保護，而事件起因無論是參予者的想法、公眾的關注程

度還是政府的思維，都反映香港在文物保護和城市規劃積累已久的問題。反思箇中原委，有

助為香港文物保護發展尋找出路。 
 
1 參與者的目的和想法 
 
  天星事件的參與者主要是年輕人，他們參與事件的原因和目的最為人關注。參與者當中，

何來是天星事件的發起人，朱凱迪與陳景輝在 12 月 12 日全身參與天星事件後，前者投入事

件一系列延續活動，後者則支援響應。從三人的訪問，可對事件原由和參與者的想法有更多

                                                                                                                                                                  
日，A09 港聞。 
19 黃綺湘、吳卓盈、彭碧珊、盧曼思〈阻拆鐘樓  示威者工人爆衝突  古物諮詢委員會議覓地重置〉，《明報》，

2006 年 12 月 13 日，A02 要聞。 
20 〈孫公允非原址重建鐘樓  立會辯論時警方清場〉，《明報》，2006 年 12 月 14 日，A03 鐘樓拆卸。 
21 〈孫明揚：不拆鐘樓不切實際〉，《明報》，2006 年 12 月 15 日，A10 港聞。 
22 〈警拘 13 闖天星地盤示威者  逾 20 人昨三度集會  揚言「民意未遲」〉，《明報》，2006 年 12 月 16 日，A06
鐘樓拆卸。 
23 黃綺湘、何裕恒、曾錦雯〈鐘樓變廢料  吊臂拆走  政府被轟「好絕」〉，《明報》，2006 年 12 月 17 日，A02
要聞/頭條。 
24 〈與警激烈抵抗  不威者被抬走〉，《明報》，2006 年 12 月 18 日，A06 港聞。 
25 賴偉家、黃綺湘〈鐘樓鑿碎  遺骸疑散堆填區〉，《明報》，2006 年 12 月 19 日，A07 港聞/天星風波。 
26 〈大笨鐘專家：鐘樓再運作不成問題〉，《明報》，2006 年 12 月 19 日，A07 港聞。 



了解。 
 
  事件發生經過一段時間蘊釀，當追溯自 2006 年 6 月一連串保留天星的活動至 11 月 11 日

中環天星碼頭告別航。這段期間，專業界和藝術界舉辦不同活動，專業界更提出原址保留天

星碼頭的另類方案。何來自 2006 年 7 月起參加多個保留天星的活動，包括討論會、遊行、行

動藝術等。碼頭停航後，之前舉辦保留活動的團體和懷念天星的市民都已離場，只有她留下

來，靜坐 10 日、發起全球救天星的簽名行動以至敲鐘、用鐵鍊鎖地盤，甚至闖入地盤。這時

候，除有她的朋友提供支援，還逐漸有一向專注社會運動的年輕人加入。 
 

何來認為，專業團體為保留天星做了很多研究、討論，提出理據和方案，並在停航前舉

辦多個活動，但未能令社會廣泛回應，而傳媒亦只是對告別航和市民惜別、懷舊的情緒熱烈

報導。她不願只見到遺憾，希望引起社會關注並回應問題，因此在碼頭停航後自動發起前述

的活動。 
 
朱凱迪和陳景輝在天星事件前都沒有參加任何保留天星的活動，但關心事情發展、與朋

友討論，認識當中的形勢。朱凱迪表示，他在 11 月底至 12 月初開始思考自己的位置、是否

要介入、可以做什麼等問題，最後決定要有所承擔，參與其中。他在 12 月 6 日加入保衞天星

行動，但未全身投入，到 12 月 12 日更召喚幾個朋友包括陳景輝介入。他指出自己當時的想

法很簡單，專業人士既有另類方案不用拆毁天星，很多市民和參加之前活動的人在網絡27和

傳統媒體都表達不想拆天星碼頭的願望，天星碼頭不應隨便清拆的信息已很清楚，卻為政府

漠視，自己在那個階段可以做的，就是以行動阻止剷泥車拆卸，停止工程，希望讓這些信息、

意見為政府真正聽取，令整個香港有更多時間討論。 
 
    值得注意是，參與者除了何來，其餘大部分是專注社會運動的人士，另有藝術家、文化

界和學界中人等。當中的社運人士參與事件帶有對城市規劃的看法和經驗。據朱凱迪稱，這

些社運人士主要是一向關心舊區重建的人，有的更是灣仔利東街、深水埗、大角咀等舊區重

建項目的居民或組織者。朱凱迪指出自己過去並沒有文物保育的經驗，他所以參加社會運動，

影響最深的是參與灣仔利東街街坊自發組織規劃的過程，而他介入天星事件，也刻意引入「民

主規劃」的議題。另一參與者陳景輝曾經從事灣仔社區工作，發掘灣仔舊區的歷史和生活經

驗，從中認識社區價值，體會到香港是富有歷史感的地方，不滿香港不斷拆遷、重商場建設

的發展模式，他抱持這些看法參與事件。至於何來，她過去在大嶼山專注文化工作，近年關

心大嶼山持續發展問題，涉及歷史保育，進而留意香港的整體規劃發展，在 2003 年開始接觸

天星碼頭的問題，直至 2006 年認識 SEE 網絡的組織者而參與一系列保留活動。她指出天星

碼頭對這一代香港人的生活存有鎖碎而深刻的歷史印記，認為市民應為不拆天星碼頭發聲。 
 

由此可見，天星事件的參與者並沒有政黨背景，目的單純，就是以行動阻止清拆，並引

起整個社會關注保留天星碼頭的議題。他們參與事件前以旁觀者觀察事情發展，看到專業團

體的意見和民間的意願不為政府接納，因而為保留天星踏出最後一步。他們最關心香港的城

                                                 
27 互聯網上，有媒體如香港獨立媒體，緊貼保留天星碼頭活動的發展，市民在網誌上討論保留鐘樓問題沸沸揚

揚，更有網民為天星特設網頁，以「我們的天星」為名，反映民間希望保留天星碼頭的意願。 



市規劃發展有沒有聽取民間的聲音、考慮市民的真正需要、顧及社區的價值和歷史。他們參

與事件並非偶然，憑過去參加各種運動累積了對社會發展的看法，而且代表很多人的想法，

反映香港的民情改變，本土意識增強，公民社會逐漸形成，但政府的想法未能與民情接軌。

天星碼頭保留與否涉及政府對文物保護的態度和政策落後於民情，而反映於城市規劃和諮詢

制度，這正與天星事件參與者關心的議題息息相關，下文將再加解釋。 
 
2 公眾的關注程度  
 

天星事件發生後，政府表示，早在1999年，已開始就中區第三期填海工程諮詢，包括立

法會、城市規劃委員會、中西區區議會、古物諮詢委員會、天星小輪公司等，及至2002年2
月就中區（擴展部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包括搬遷天星碼頭的修訂建議刊登憲報，以諮詢公

眾意見，當時並沒有收到任何反對意見，最後在同年12月，以該修訂草圖獲行政長官會同行

政會議核准。28由此而知，專業團體在2006年中以後舉辦的保留天星活動已遲於諮詢期，而

政府稱諮詢期間沒有收到反對意見，這關係公眾過去對保留天星碼頭的關注程度，以及政府

的諮詢制度存在的問題。 
 
翻查報章報導做粗略的統計，1999 年政府推出中區第三期填海計劃，提及天星碼頭的搬

遷問題，民間已有反對的聲音。有報章社論反對政府遷拆天星小輪碼頭方案，另有報導一項

調查，指六成市民同意天星碼頭和鐘樓具歷史價值，應原地保留，還有旅遊業反對。然而，

2000 年至 2002 年間，多報導政府決定搬遷天星碼頭和鐘樓29，提及天星被拆30，間有零星報

導提及民間團體提出原址保留31。而 2003 年至 2006 年 5 月期間，除了 2003 年及 2005 年有

關中環填海工程的官司、反對填海的報導較多，以及間有報導提及拆天星碼頭32、新碼頭採

用 1912 年設計33，其餘不見有保留清拆天星碼頭的報導。2006 年 6 月至 12 月，有關保留天

星活動的報導明顯增加，尤其是 11 月至 12 月的報導更引起社會廣泛注意。 
 
    從報章報導看，1999 年有調查顯示市民希望原址保留鐘樓，2006 年中以後，關心文物保

育的團體發起較大型的保留天星活動得到不少市民支持34，而告別航有 15 萬人參加，市民不

捨天星碼頭35，可見市民的意願。然而，為何在 2000 年至 2006 年中，只有零星的報導提及

保留天星碼頭的意見，無法引起社會廣泛討論？為什麼政府在 2002 年的諮詢沒有收對反對拆

天星碼頭的意見？ 
 

殖民管治時代，香港一般市民早已習慣於接受政府定下來的現實，同時麻木認為城市發

                                                 
28 孫明揚，〈懷舊之際  理性探討天星搬遷〉，香港政府新聞網，2006 年 12 月 14 日，

<http://www.news.gov.hk/tc/category/ontherecord/061214/html/061214tc11001.htm>(2007 年 4 月 25 日)。 
29 〈天星碼頭連鐘樓搬遷〉，《文匯報》，2000 年 4 月 13 日，香港新聞。 
30 〈屹立中區半世紀整座原貌重置  天星鐘樓將遷填海區〉，《星島日報》，2001 年 7 月 8 日，A09 港聞。 
31 見上註，並可見於〈天星搬家變身復古百年  董承諾展基礎  今年創 3 萬職位〉，《明報》，2002 年 2 月 21 日，

A03 要聞。 
32 〈中環填海 天星小輪日減逾百班〉，《蘋果日報》，2005 年 5 月 31 日，A08 港聞。 
33 〈緬懷天星碼頭百年滄桑  歷史顧問細說填海四度搬遷〉，《明報》，2005 年 8 月 19 日，A19 輕 zone 特區。 
34 〈市民遊行保天星〉，《大公報》，2006 年 8 月 21 日，A11 港聞。 
35 〈來又去滿載 48 年回憶〉，《明報》，2006 年 11 月 12 日，A04 港聞。 



展不能逆轉，覺得無能力改變所謂「現實」，這種習慣和認知延續至今。觀乎報章報導告別航，

市民在接受傳媒訪問時道出他們希望不拆天星碼頭的心聲，但他們對於天星碼頭仍只停留於

懷緬的情緒，而不懂得踏出一步主動表達意見，這是因為已接受現實。市民意見不彰，自然

不能令政府正視問題。另一方面，政府一向採取的公眾諮詢制度處於被動，未能真正吸取民

意。首先，諮詢文件只有專業人士有能力分辨問題所在，一般市民未必懂得回應。此外，政

府推行諮詢沒有大力宣傳，以致公眾根本不知道有諮詢。還有，政府推行如此大型的發展規

劃，只向立法會、區議會、專業團體和公營機構徵詢意見，卻沒有採取具體的措施落到民間

主動向市民解釋、聽取市民的聲音，又如何能掌握民意？ 
 

3 政府的態度 
     
    天星碼頭被拆源於未能得到法例保護，反映現行的香港文物保護政策存在問題，而關鍵

在於政府以經濟發展為規劃前題，不重視文物保護。 
 

《古物及古蹟條例》（香港法例第 53 章）是保護香港法定古蹟的法理依據。天星碼頭並

非法定古蹟，故得不到該法例保護以避免拆毁。另外，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例》（香港法例

第 499 章）所有指定工程在規劃階段，必須做環境影響調查，研究工程會否影響文化遺產。

政府按這條例，在 2001 年做環境影響評估研究，古物古蹟辦事處委託文物顧問做建築文物研

究，評估中環填海計劃對天星碼頭、皇后碼頭和大會堂的影響。36報告提及天星碼頭的年資

未足以成為歷史建築，但指出天星碼頭和鐘樓具重要歷史意義，遷拆鐘樓會引起公眾反對，

遷移後的新碼頭不會受歡迎，建議若不能遷移整座碼頭建築，應考慮重置鐘樓於融和協調的

地點。37而在 2002 年 3 月，政府再就工程對天星碼頭、皇后碼頭和大會堂的影響向古物諮詢

委員會諮詢，委員會於會議上未有對拆卸天星碼頭及鐘樓提出反對意見。38 
 
  天星碼頭自上世紀 50 年代建成以來，盛載着無數市民的記憶，具有歷史意義，但因年資

未符合資格，而未能成為歷史建築，這反映現行的歷史建築評級機制未能完全涵括建築物的

歷史價值，有待修訂。此外，報告指出天星碼頭的重要意義，卻不為當年的古物諮詢委員會

所重視，政府亦無視報告的意見，忽略市民與建築物建立的深厚感情，為開展填海第三期中

環填海計劃而遷拆碼頭，再次反映政府不重視文物保護和歷史，貫徹向以經濟主導的城規地

政政策。 
 
五 天星事件的意義與展望 
 
  天星事件反映香港文物保護困難重重，但事件的意義和影響不斷延伸，為香港文物保護

發展帶來希望。 
 

                                                 
36 〈古物諮詢委員會確認當年並無反對天星碼頭拆卸計劃〉，康樂及文化事務署新聞公報，2006 年 12 月 12 日，

http://www.lcsd.gov.hk/b5/ppr_release_det.php?pd=20061212&ps=02（2007 年 4 月 24 日） 
37 同註 6，頁 10。 
38 同註 35。 



1 民間文物保護活動延伸 
 

天星事件的參與者過去並非專注文物保護議題，但在事件發生的過程中，不斷建構天星

碼頭對他們的意義，並豐富文物保護的內涵。陳景輝便提到，他投入事件後，逐漸轉化對文

化遺產的看法，認為過去參與舊區的保護工作，發掘舊區的生活歷史，正是廣義的文化遺產

保護工作。他直言自己與朱凱迪並不熟悉文物保護的概念和政策，但他們關心歷史文化、民

主，介入事件後，把民主規劃與文物保護連繫起來。 
 
此外，參與者也在事件中逐漸發展本土意識。朱凱迪與參與者在 2006 年 12 月尾組成「本

土行動」，之後參與舉辦多場規劃座談會、318 遊行39，呼喊「還我天星」、「還我皇后碼頭」、

「還我利東街」等口號，都可以體現本土精神。朱凱迪賦予「本土」很廣闊的意義，與城市

建立緊密關係，內涵可以包含身份認同、關注基層的生活空間、公共空間私有化等。 
 
另外，事件引起社會關注文物保護，亦掀起政黨和民間組織發起行動保育全港多處具歷

史價值的建築物，包括域多利監獄、油麻地警署等40，更令多個民間團體逐漸凝聚起來為原

址保留皇后碼頭向政府表達訴求，這些都為香港文物保護發展帶來希望。不過，文物保護是

長遠持續的工作，如何令市民繼持關注文物保護，為希望保留的歷史向政府表達意願，參與

推動文物保護發展並不容易。民間團體可以做的除了繼續凝聚力量提出建議，更可以分工合

作，向各區市民傳達文物保育的信息，讓更多市民明白文物保議的重要，幫助市民回應政府

的諮詢文件。 
 
2 制定文物保護政策的時機 
 

天星事件發生後，政府委任新的古物諮詢委員會成員並增加成員人數，另再次就「文物

建築保護政策檢討」展開諮詢，當中加入保護「集體記憶」的元素、擴闊諮詢機制，更舉辦

3 場論壇。41表面看來，政府積極推動文物保護發展，但實質毫無寸進。上世紀 70 年代，自

發組織的市民爭取保留尖沙咀火車站，當時政府的回應是把鐘樓保留。42然而，天星事件中，

政府把天星鐘樓拆御，其後又稱保留鐘樓的配件，日後另覓地點重置，對文物保護的態度不

進反退，且對文物對歷史不尊重。 
 
政府決策者仍是以經濟發展為大前題，始終未認清文物保護對社會持續發展的重要，因

而在文物保護政策方面沒有大方向的改變，而遠遠落後於國際文物保護進程。2004 年推出的

「文物建築保護政策檢討」基本議題仍只停留於保護哪些文物建築、怎樣保護和由誰承擔等

問題上，卻沒有在施政方針、規劃發展的大方向上提出具體的措施以保護文物。432007 年初

                                                 
39 見附件。 
40 〈拆天星掀保育潮  下波皇后碼頭域多利監獄油麻地警署〉，《明報》，2006 年 12 月 18 日，A06 港聞。 
41 〈文物政策加入集體記憶元素〉，香港政府新聞網，2007 年 1 月 8 日，

<http://www.news.gov.hk/tc/category/healthandcommunity/070108/html/070108tc05007.htm>（2007 年 4 月 24 日）。 
42 周永新，〈保育運動──從鐘樓到鐘樓〉，《信報財經新聞》，2007 年 1 月 11 日，P12 時事評論/厚生經營。 
43 《文物建築保護政策檢討》，2004 年 2 月，

<http://www.hab.gov.hk/file_manager/tc/documents/references/papers_reports_others/built_heritage/hcp_booklet.pdf>
（2007 年 4 月 24 日）。 



重新展開的諮詢，只是 2004 年政策檢討文件再諮詢44，由此完全看不見政府有何誠意推動本

港的文物保護向前邁進。當早在 1931 年的《雅典憲章》已提到要注意保護歷史遺址的歷史環

境，發展至以後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巴拉憲章》等為保護文物的歷史環境

訂立具體細則，香港的文物保護仍只停留於單棟建築，諮詢文件更未提到如何保護歷史環境。 
 

文物是全人類共同的文化遺產，承載着社會和發展的各種信息，使文化與傳統得以承傳、

延續，讓每一世代有根源可據，確立文化和身份的認同，加強凝聚力、歸屬感，從而平衡社

會，令社會持續發展，同時免於全球化的大環境中失去獨有的文化價值。文物是不可再生，

政府與人民有責任共同保護，流傳給後代。香港政府的決策者應該深徹認清文物對社會發展

的價值，實凌駕於經濟發展帶來的短暫利益，定立清晰的文物保護政策，確定目標和原則作

為施政。 
 
香港公民社會日漸成熟，本土意識提升，市民爭取參予城市規劃，並關心文物保護發展，

政府應趁這適當的時機制定完善的文物保護政策，保存本地文化特色，凝聚市民的向心力，

與市民合作使社會持續發展。政府更應積極推廣文物保護教育，與社區團體、學校合作，利

用不同媒體宣傳，讓全港市民明白文物保護的重要，深入認識文物保護政策的內容。還有，

政府應抱完全開放的態度，主動與公眾溝通，並改善諮詢制度，讓公眾便於且易於表達意見，

共同參予文物保護工作。 
 
六 結語 
 

總括而言，天星事件未能令天星碼頭得以保留，但使更多人明白要保護文物，便要主動

表達，積極爭取。事件參與者並非單純從文物保護爭取保留天星，他們把過去從關心城市規

劃、舊區重建等議題累積而來的經驗注入文物保護中，令香港文物保護的內涵更加豐富，有

助推動發展。從市民的心聲和參與者的想法，可以看到香港的公民社會漸漸成形，不少人已

具有本土意識，認同香港的歷史文化，希望參與社會發展，爭取公共空間。政府再不能像以

往只以經濟主導的思維規劃城市，應重視文物保護的價值，從根本入手，改善香港文物保護

政策，與民情接軌，使香港的文化遺產薪火相傳。 

                                                 
44 同註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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