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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72 年聯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1989 年

通過了“關於保護傳統和文間文化的建議案，＂1998 年制定了“教科文組織宣

佈人類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條例＂。根據聯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定義，所謂

“口頭和非物質遺產＂是指“在來自某一文化社區的全部創作，這些創作以傳統

為依據，其準則和價值通過模仿或其它方式口頭相傳＂。根據這定義，口頭和非

物質文化遺產可包括民族語言和藝術、民間習俗禮儀節慶等。是不同民族基本的

識別標標誌，是維繫民族存在發展的動力和泉源。非物質文化遺產還可以被定義

為各種形式的傳統、大眾和民間文化，可以是城市文化，也可以是更細的一個社

區的文化。灣仔太原街及附近的街頭市集，是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它讓人了

解背後的人和這些人的生活方式。 

 經過幾十年的日子，灣仔太原街一帶己變成舊區，樓宇殘舊，街道擠迫，環

境衛生不理想。１９９８年１月市建局的前身土地發展公司宣佈了全港共２６個

重建項目，包括灣仔利東街、莊士敦道、皇后大道東等。可是重建計劃帶來不少

問題，例如利東街二十多年前開始專印喜帖，是灣仔的特色，重建下印刷店被清

拆，作為喜帖街的特色消失了。重建項目下，太原街的街頭市集可能要搬遷，結



果將會破壞社區網絡，摧毀灣仔街頭市集這個文化遺產。本文搜集和整理社會各

方意見及筆者的看法，期望能對保護這個文化遺產盡一點力。 

 

灣仔太原街及附近的露天市集 

早在１９２０年灣仔填海之前，灣仔老區在莊士敦道以南發展，居住者，多

是香港的草根人群，幾代人共住狹小的空間，生活與生意沿著這些小街展開。灣

仔露天街市，主要集中於幾條南北街巷，有太原街、石水渠街、太和街、三角街

灣仔道及東西向的交加街。如今，灣仔露天街市已有八十年以上歷史，逐漸發展

成一條條特色小街。如灣仔道是南北貨魚翅燕窩街，石水渠街集中了生果菜蔬水

禽蛋商販，春園街則有十多間經營了數十年的特色小食店，過去的窄窄的利東街

更是香港的喜帖街道。 

以太原街為中心的幾條小街道，即使不是節期假日，也經常人山人海。太原

街有“玩具街＂的稱號，遠至海外，尤其是日本，也享有盛名；很多人愛在這裡

尋寶，有時會找到海外才有的貨品，甚至未發行的也有可能找到；各種不知來由

的神秘版本，各種正常途徑不可能買到的玩具，這裡有機會找到。太原街又充滿

了香港的傳統街檔舊日風情。與它十字交叉的交加街，街道兩旁一檔接一檔露天

蜿蜒排列著用鐵管、鐵皮、木片、紅白藍塑膠布或彩色大陽傘等搭成的約兩百檔

簡易“街檔＂。太原街和交加街售賣的貨品包羅萬有。除了玩具，還有內衣、鞋

子、時裝、圍巾、飾物、文具、玉器、古董、花卉、水族、糖果、乾果、蔬菜、

中草藥等等日用百貨和副食品，街道兩旁樓房的底層還開設有化妝品店、日用百

貨店，尚有經營壽司、炸雞等東西華洋美食的食店，以及本地風味的蛇餐、餛飩

面、素食齋菜等食肆。太原街和交加街經營的最大特色是應節時尚和靈活多變。

春節前賣喜慶揮春、年畫、利是封等賀歲用品；中秋節賣林林總總的燈籠；萬聖

節賣年輕人喜愛的鬼怪面具；聖誕節賣聖誕樹、聖誕帽、聖誕老人等飾物。冬天

賣大披肩長圍巾、熱氣騰騰的大排檔火鍋；泳季賣水泡、充氣艇、泳衣等。價錢

廉宜，是最吸引人客之處。太原街、交加街，以及附近的石水渠街、太和街和灣



仔道等的露天街市，吸引了很多中國內地和海外遊客來此觀光購物，在此體驗港

式風情。店名很多很“街坊＂，留著時光的記憶，像“順嫂雜貨＂、“四眼仔蔬

菜行＂、“妹記鵝檔＂ 、“潘覺榮跌打＂；也有專門做菲傭、泰傭生意的，賣

的是來自她們家鄉的蔬果、點心、調味料，店裏充滿著濃濃的東南亞風情。  

 

灣仔露天市集屬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太原街、交加街及附近街道沉澱了全體港人的“集體回憶＂，不但是幾代

“灣仔人＂的聚集地，也是他們賴以生存的世界，許多有著八十年歷史的攤位代

代相傳，養活了幾代灣仔人。很多擺賣的檔販都是上了年紀的一輩，他們年輕時

已在這裡協助他們的父母或祖父母經營擺賣,他們現在雖然都已經「七老八十」, 

但仍然渴望能繼續在原地經營。有訪問報導
1
，此處經營了２０多年至接近７０

年的有３８位，平均經營年期是３５．１年。筆者隨意訪問的兩個於交加街賣雞

蛋和衣物的攤檔都經營了五六十年。這裡是灣仔社區文化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

部分：它延續了灣仔社區的多元性和包容性，表現在消費多樣化和豐儉由人。 同

一時間，又維持本土經濟，保障小商戶的生存空間，也令不同階層人士可以同在

一區內生活，維繫原有社區網路，鞏固地區歸屬感。因此，灣仔的露天市集，沉

澱了灣仔區的歷史文化，是港島地區港人傳統生活方式的“活化石＂，是香港的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城市的性格、魅力所在。是最吸引遊客，遊客最愛看的本地

居民獨特的生活文化的地方。 

 

_______________. 

1
“獨立媒體＂, 網頁 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194890&group_id=11 

 

 

 



 

 

灣仔舊區重建 

 自 1911 年修訂及沿用至今的《收回土地條例》，當中列明的收回土地的公

眾目的為收回衛生欠佳的物業，以確保衛生得以改善。60 年代末，香港政府有

感部份市區樓宇殘舊，於是便將上環、灣仔及油麻地等地列為環境改善區。在香

港政府支持下，房屋協會在市區重建了 30 多個項目，包括西環的美新樓、油麻

地駿發花園、馬頭角欣榮花園等，奠下了以商業模式推行的市區重建。１９８７

年政府成立土地發展公司，獨立於政府行政架構以外，以一般商業原則運作，可

與地產發展商合作，推行市區重建，並擁有向政府提出要求代為引用《收回土地

條例》收回物業的權力。９７年金融風暴令同地產市道逆轉，土地發展公司以高

價收購的項目樓價大跌，加上社會人士累積多年對土地發展公司的不滿，政府於

是進行改革。市區重建局（下稱市建局）於 2001 年 5 月 1 日根據《市區重建局

條例》成立，取代了昔日的土地發展公司。早於１９９８年１月，市建局的前身

土地發展公司宣佈重建灣仔，包括利東街、莊士敦道、皇后大道東一帶。但重建

計劃將會破壞灣仔太原街街頭市集這個文化遺產。 

 

交通需求令攤檔搬遷 

 灣仔區重建計畫下，由華人置業集團與香港市建局合作開發的商住共用綜合

性物業“尚翹峰＂（Ｔｈｅ Ｚｅｎｉｔｈ），於２００６年５月完工以後作出

交通評估。由於尚翹峰１座的停車場出口緊鄰露天市集，車輛行駛將會受到影

響。為保證交通順暢，防止堵塞，要重開太原街和交加街的交通道，因此香港食

物環境衛生署決定清拆和搬遷有關部份的市集攤販。食環署最初要求整個太原街

１５６戶固定攤販搬入新建的室內街市。在立法會和灣仔區議會部分議員的反對

下，同意減縮一半，即８６戶固定攤販搬離，而俗稱“玩具街＂的太原街北和交

加街西的商戶可以繼續經營。 



 

搬遷會摧毀市集 

小販不願意搬遷到新街市，原因是生計問題。過往，政府每年只收取每攤檔

六千元佔道費，但新街市的租金昂貴，約每月五千元, 另額外的冷氣費、管理費

及各樣雜費都會令本身已收入微薄的小販百上加斤。售賣十元幾塊的咸蛋雞蛋、

梅菜花生、花卉盤栽、嬰童衣物、底衫鞋襪、元寶爉燭香等的小檔, 很難在這個

高租金、高雜費的新街市維持收支平衡，並能有盈餘作生計。最後會因不能承擔

高開支而結束的命運。 

據明報報導
1
，政府街市正面對空置率持續高企的問題，０３年ＳＡＲＳ期

間，食環署街市整體空置率達２２％，其後香港經濟從谷底回升，但政府街市空

置率不降反升，達２３．４％。令小販對在室內街市經營感到憂慮。此外，尚有

不少關於街市管理不善、缺乏人流的報導。街市外判私人管理、 續約問題、每

年租金增幅等問題也使小販疑慮不安。  

食環署以幫助小販免受風吹雨打為由, 要求街檔搬進室內街市以改善小販

的營商環境； 小販們却反映有關方面從來沒有了解小販作為用家對整個新街市

的設計的需要和意見。細小狹窄的梗位困於四面密封的石牆內, 沒有天然光線也

沒有流動空氣，只給人侷促的感覺, 更甚是當有意外發生時會增加拯救的困難。

小販要付出較現時貴十幾倍的租金, 却要被安置到不理想的經營環境，而且人客

也不喜歡沒有特色、一式一樣的攤檔。 

 

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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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以上影響，搬遷後的攤擋最後會因不能承擔高開支、生意額下降而結束的

命運。剩下留在原地不需搬遷的攤擋，亦因市集規模縮小一半，失去原先的吸引

而生意大減，甚或結束。最終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市集會完全消失。 

 

 

市區重建的檢討 

市區重建局採用四大業務策略（4Rs），是“重建發展（Redevelopment）＂、

“樓宇復修（Rehabilitation）＂、“文物保育（pReservation）＂及“舊區活化

（Revitalisation）＂。“重建發展＂是去舊立新，創造更美好的生活環境。但原

商戶和原居民都要遷離灣仔，因重建計劃的現金賠償的金額不足夠在原區重置物

業，結果是原商戶結業，原居民搬到其它樓價租金便宜的舊區（依然是舊區！），

對他們來說，生活環境沒有改善，重建後的灣仔不屬他們。似乎政府一邊支持環

保，推廣「藍天行動」，一邊卻讓地產商以高的地積比，興建一堵接一堵的高廈

形成屏風圍牆。“樓宇復修＂是促進及鼓勵復修殘舊的樓宇，防止市區老化；但

執行上把所有舊建築物拆卸，令社區裡新舊割裂，而非新舊並融。“文物保育＂

是保存及修葺具歷史或建築價值的樓宇，保留地方特色。但一面宣稱如何如何保

護古蹟，卻不斷讓老街道舊建築拆掉發展。太原街市集是珍貴的本土文化，卻可

能不會保存。“舊區活化＂是與社區，特別是商界攜手合作，持續推動區內的經

濟商機、社區活力，把本來殘破朽壞的樓宇或城市空間注入新的生命，但現在本

來活生生充滿人氣的街道市集因清拆和搬遷而最終會被摧毀。拆卸搬遷是將原居

民及攤販的多年所建立的社區凝聚力、社區網絡，鄰舍間的互助關係連根拔起，

破壞非物質文化遺產。 

當下搬遷太原街攤檔來疏導交通的理據亦有商榷餘地。政府不可能在“尚翹

峰＂樓宇建成後才作交通評估，事前整個樓宇設計，必須發展前與附近環境、設

施與樓宇一併納入作為整體設計。有意見認為，現時太和街附近已是人多車多的



道路, 若再重開行車路，人車爭路的情況將會更嚴重, 並會增加意外的風險，不

能疏導交通。 

在城市衛生環境方面，攤檔的衛生，歸根究柢是個管理的問題，不論攤檔在

室外還是在室內也要處理。有關當局應加強執法。新加坡的露天市集環境亦十分

乾淨，有特色。此外，把街道還給車輛使用，也會加劇空氣污染，破壞環境。 

現實經驗告訴我們，本土文化特色倘可恰當保存，不但不會與商業發展相

悖，甚至可以促進商業。像當年康樂街上的“雀仔街＂，各式鳥類用品店鋪林立，

人流如鯽，創造了就業機會，促進了經濟。後因重建關係，“雀仔街＂上的店鋪

被移至“園圃街雀鳥花園＂，人流大不如前。雖然｀雀仔街＇的生意轉淡也受到

其他因素影響，例如禽流感的打擊等，但事件提醒了我們，具本土文化特色的商

業活動，要在被毀後重新建立，是相當困難的。政府一方面千辛萬苦在銅鑼灣尖

沙咀等遊客區尋找馬路改建成行人專用區，另一方面卻把本來活力充沛的市集遷

入室內，把充滿本土特色的街道文化一手毀掉。某些特色的地點, 與市民的生活

文化和習慣溶合或互相影響, 形成了它的生命力, 如花園街的出口成衣和平價雜

貨, 寶靈街的內衣、襪、童裝等市集, 不須政府規劃它自會形成運作，並成為香

港特色。過去政府規劃推動的騰龍墟，結果是失敗收場，原因是沒有市民文化、

習慣、認同、和互動貫注的生命力。 

過往，政府的重建計劃是由上而下的，缺乏對整個社會、受影響社區人士的

事前諮詢。年屆七十五歲的香港五行小商販福利會理事長周棠曾向記者透露，區

議會與食環署達成共識前未有諮詢他們。筆者在街頭訪問時，太原街交加街的攤

販認為重開太原街的交通應該是在“尚翹峰＂ 發展前諮詢他們。小販的立場清

晰，繼續留在街上擺檔是他們的意願, 可是一直也沒有人詢問過他們的意願。在

重建灣仔的計劃
1
，市建局接納過去三年區議會的意見，包括增加空間、 

_______________. 

1
香港特別行政區第二屆灣仔區議會第十八次會議記錄，檔號 HAD WCDC13-25/4 日期 2006.11.10 



進行綠化、改善社區等，但只是硬件上的，當中所牽涉的“人＂ （即原商戶、

住戶）的問題，如留在原區樓換樓、鋪換鋪的訴求，卻沒有達成，這裡看不到市

建局如何兌現“以人為本＂ 的承諾。 

市區重建下，大部份人流見旺的購物商鋪全歸大地產商, 租金會升至不合理

水平, 而成本必轉嫁小市民或中小型企業，小本經營的雜貨鋪、紙紮鋪、五金店、

印刷店、茶餐廳，亦支付不起進駐大型商場的租金。社區經濟、民生不會達到「可

持續發展」的目標。街頭小販在舊日本土經濟角色上舉足輕重，亦見證著本港歷

史文化的變遷，為不少基層或失業市民，特別是中年欠缺競爭力的，帶來自力更

生的機會。灣仔舊樓重建為大型商場，被大地產商、大連鎖店操控 ，灣仔街頭

市集被遷拆，是握殺了基層市民創業、就業、拚搏的機會。結果會導致貧富懸殊，

帶來社會的不穩定。久而久之，這種香港人的拚搏文化會失傳。 

 

 

未來市區重建的探索 

去年開始的天星及皇后碼頭保衛運動，都集中討論集體回憶和古物保育的課

題。保衛重要的歷史建築，有助孕育具歷史感和批判力的下一代，但更重要的是

爭取「民主規劃」。即是市民有權決定那些建築物要保留下來、有權阻止令人窒

息的摩天屏風樓拔地而起、有權保衛海港和郊野公園等公共資源免於私有化等。

這些是更為深遠的目標，是在香港發展出讓市民直接參與的空間規劃決策程序、

更透明和有誠意的諮詢程序、以及更合理的部門分工。 

在太原街市集的事上，２００６年６月間，灣仔區議會以１０票贊成４票反

對（反對票中包括區議會主席）通過了搬遷清拆市集的議案。十多票（十多人！）

就決定這個幾十年歷史的文化遺產，當中影響了很多人的生計、生活。灣仔街頭

市集和天星碼頭、皇后碼頭一樣，都是全香港市民的產業，為全港市民所共享。

在搬遷太原街市集或其它全港市民共享的物質或非物質遺產時，政府應設立既定

的討論機制，來決定如何進行廣泛的公開諮詢、何等程度的諮詢（例如全港諮



詢）。諮詢只局限於一個區的區議會可能是不夠全面、不夠代表性，不能讓有關

人士都參與。 

政府應訂立社會影響評估制度（Social Impact Assessment），搜集受影響市民

在工作、學業、休憩、人際關係、經濟活動、交通、文化、歷史等各生活有關範

疇的資料，邀請本區居民、工作者、業主、商戶等參與，發揮舊區的潛質，重新

建立有生氣的社區。 

市區重建，是一個跨政府局和署的行政規劃問題，房屋局、規劃署、

運輸署、環保署等都有相互關係。各局署因此要從整體角度來看這些問

題，不能各自為政，否則只會將更新發展的動力變成阻力。若不是重建

規劃粗糙，灣仔太原街被迫遷的情況也不會出現！ 

現在香港的法律只是保護物質遺產的，而保障和支持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

法律尚有待制定。期望通過立法，給予那些文化遺產傳承者合法地位權益，給予

他們傳承的義務。也通過教育、宣傳，讓受市區重建影響的人士認識他們有權根

據《城市規劃條例》或《市區重建局條例》提出反對。 

 

 

結語 

無形傳統轉瞬即逝的特性使它們非常脆弱。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方法，可

以是將它轉變為有形的形式，例如拍攝記錄片、錄音和文字記錄等方式將它固定

永遠保留。但更好的方法是同時將它活的特性保留下來，通過鼓勵世代相傳和復

興無形文化遺產來保持它的活力，通過幫助和它相關的人使它流傳下去。非物質

文化遺產主要是依附個人存在的，關鍵問題是承傳。如果沒有人的堅持，它就會

消失。 

時代不停變遷，新事物不斷湧現，舊事物無奈被淘汰，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

趨勢。市民和關注團體對舊區建設改造與活化，需要從科技發展及社會

和經濟融合的角度來思考。對衰頹的歷史街區而言，文化歷史保存不一



定要將生活環境一模一樣的回復到過去的空間，最重要是恢復地方上特

有的歷史與文化價值，作為重建更新的基礎。在舊社區傳統建築無形文

化架構上，加上現代化的元素，把新建築物跟社區舊物、既有文化相融

合。如此，希望從最宏觀的城市發展到最細微的社區文化保育，還有經

濟產業的重塑，能相互協作。這些看法和主張普遍在歐美及日本己成為

對待歷史文化保存的基本原則。 

重建發展中的利益分配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矛盾是存在的，一方面

是市民日益關注社會建設、環境保育和保留社區集體回憶、文物文化建

設，一方面是舊區人士希望改善居住、衛生等環境，市建局要顧慮重建

的經濟效益，因為重建的任何虧損最終都是由整個社會全港市民承擔，

而地產商當然要考慮投資回報。 

政府過去一個基建工程或市區重建的個案，只是畫一張大綱、規劃

發展圖而已。但基建或市區重建並非只是賠償安置、環境規劃問題，同

時也是人的問題、文化傳承問題、社會問題、環保問題、社會公平公義

問題。從灣仔利東街及太原街、觀塘市中心和旺角波鞋街重建等例子來

看，市區更新、重建的過程要達致社會公義、社區規劃的條件，需要各

個不同的團體介入和合作才能達成。如何在文物、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育及市

區發展中取得平衡，何者需要保育等，都需要市民、關注團體及政府在理性

的討論中達到共識，和持續合作發展。因此，市區重建的政策和落實對保護

非物質文化遺產舉足輕重。筆者日前與交加街的攤販閒談，據悉搬遷好

像還未有定案，希望能有好的進展，令太原街的街頭市集這個香港的非物

質文化遺產可以保存。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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