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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二次大戰後的香港，住屋嚴重缺乏，其中有近十萬人住在簡陋的石硤

尾村寮屋區內，有瓦遮頭的他們已算是幸運的一群，也是當時典型香

港人生活艱苦的寫照。大火之後，災民被安置於装備極其簡陋的徙置

大厦內，鄰里守望相助，樂也融融 – 而他們所留下來破舊的木屋群，

又有誰會提出作原址修繕保護呢？時代不斷進步，生活條件不斷改

善，公屋設施也不斷改良，新邨換舊邨，居民在新屋邨生活更為方便，

雖然人際關係也得改變 – 但他們之中又有多少人，會留戀以前破舊的

徙置區呢？時代巨輪不停的轉動，現代世人熱衷於追求嶄新的事物，

遺留下來的那只好讓世人作個回憶。古蹟除了要花費保飬，更可妨礙

新事物的發展，感性的回憶與物質的追求，跟本就是取捨兩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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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早期的石硤尾村 

據香港政府年報顯示，香人口從 1900 年開始便有着明顯的增長，雖然在二次大戰

其間居民回鄉避難，人口急劇大減，而在 1947 至 49 年國內政治動亂，大批難民開始

不斷湧入香，人口又急速膨脹。1949 年居

民已達二百多萬人，住屋成為頭痛的問題，

再加上大戰時很多房屋遭受破壞，當時想找

一所可容身之地並不是件易事，樓宇天台加

建小屋，街角露宿比比皆是，也有人自建木

屋出租與新移民，當時寮屋人口約有三十多

萬人。當外來人越來越多，竂屋也越建越

密，也佔據了大批市中心用地。它們全是

一至兩層高的鐵頂木屋，地面使用率不高，

也嚴重阻礙了戰後香的城市發展。 

 

據一位當時住在寮屋區的居民羅志強口述 i，整個石硤尾村由石硤尾上村、石硤尾下

村、白田上村、白田下村、窩仔上村、窩仔下村等六條村所組成，所以又叫「六村」，

居民約數萬人，商户有百多間。全村沒有廁所設備或食水、電力供應。如要「方便」，

便要到南昌街公厠解決；而食水就要購買，每桶井水二毫子，一擔四毫子，還要自己

扛回家；電力要靠「有力」人士幫忙才有供應，村民若有紛爭則由村內防火隊辦事處

排解，警察則甚少到村內巡邏。 

 

 

二. 公屋初露的石硤尾邨 

1950 年以前，香政府對於華人住屋的政策跟本採取「放任」態度，所以居住環境如

上節所述般令人側目，連英國官員 Mr J.J. Paskin（Assistant Under-Secretary of State）

於 1948 年 1 月到訪香，也察覺到當時樓宇情况確實令人吃驚 ii，便開始施加壓力

來源 : 香政府年報,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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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香政府正視問題，最後，督終於在 1950 年 6 月 21 日答應興建公屋 iii。1953

年 12 月 25 日的聖誕節晚上，一場大火把「六村」全部吞噬，數月後政府在預先早已

作好的建屋計劃及財政安排下，快速地於火災原址建造暫時性的包寧磚屋平房 iv 安

置災民，而從 1954 年起的數年間，再於石硤尾建成二十六座六至七層高的 ”H” 型徙

置大廈，代替兩層高的平房，展開了公屋歷史的第一頁。 

 

據一位當時為徙置區居民的馮梁貴平口述 v，早期第一、二型的徙置大廈設施非常簡

單，水喉、廁所和浴室都是公用的，由於居住單位太細小，許多居民利用户外的走

廊，放置一個煑食櫃，因此，每天「煑飯」時間，走廊和「水喉房」成了主婦們談

天說地的好地方，非常熱鬧，街坊鄰里間的感情比現在融洽得多。當然，間中亦會出

現互不相讓的場面，吵架事件亦時有發生，這就是早期公屋居民生活的縮影。 

 

 

三. 重建的石硤尾邨 

早期第一、二型的徙置大廈設計，成年人人均面積只有 2.2 平方米，而兒童則作半個

成人計算，如果入住時人數未及標準，也會暫時由兩家人共住一個單位。在入住十多

年後，兒童漸長大成人，但居住單位依然不變，屋內當然擠擁，加上部份居民非法收

容外來的親友同住，使情況更為嚴重。據房署 1973-74 年調查統計 vi，原本設計居住

三萬七千人的石硤尾，卻住上了六萬一千多人。原石硤尾居民蔡淑芬在接受傳媒訪問

時表示，由於當年石硤尾木屋區大火的災民眾多，她所住的單位要與另一家庭「分

享」。隨着兩家庭開枝散葉，高峯時兩家共有 14 人住在同一單位裡。當局見居住環

境太擠迫，才准許兩家分戶，「當時瞓覺都真係好難，見地下有位就瞓。」雖已遷走

多年，蔡氏兩姊妹不時返回舊居，「住咗咁多年，真係唔捨得！」vii 

 

於 1962 年設計第三型及第四型徙置大厦時，每戶單位才有供水設備、廁所及厨房，

並安装電梯。於 1968 年，更將成年人人均面積從 2.2 平方米提高至 3.3 平方米。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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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第一型及第二型徙置大廈的擠廹，設備的簡陋，改善徙置區計劃便應運而生。例

如把前後相連的單位打通，單位內加建厨房厠所，添加水電供應及消防設備等等。工

程花費不少，但受惠的居民人數卻要相應大減，結果發現並不符合經濟效益，也未能

善用土地。因此，當新的香港房屋委員會於 1973 年成立後，便決定放棄改善工程，

而將舊式徙置大廈全部清拆重建，計劃首先在石硤尾進行。公屋設計逐年改良，週邊

環境、康樂設施、休憇用地相繼增加，重建後的新厦當然吸引。公屋居民馮梁貴平由

1952 年至 1997 年的四十五年期間，首先住在平房屋，再入住徙置大厦，又搬到”Y”

型公屋，最後遷到和諧式大厦，體驗了四款不同公屋的設計，見證了公共屋邨的演變。

據她表示，每一次搬遷，居住環境有所改善。viii 

 

任公共屋邨小學校長的馮光中，對公屋重建有如下不同的感想 ix：公屋重建計劃工程

於七十年代末期展開，重建後的公屋的確大幅度提升了樓宇質素，但同時也為我們帶

來了不同的新問題：例如新公屋的設計減低了每座樓宇的户數，在降低居住密度之

餘，同時卻增加了居民之間的隔膜與疏離，左右隔鄰間分享菜餚、糖水等的情景，現

在已難再復見，更遑論夜不閉户，在走廊外度宿聊天了。‧‧‧無疑，新落成的屋邨

確實有更多更完善的社區設施，現在的屋邨學童已無需再在走廊、梯間讀書、溫習，

邨內總會有足夠的圖書館、自修室供他們使用。街道上的小販，現在大多已遷入邨內

設施完善的街市經。 

 

 

四. 集體回憶    

石硤尾從 1973 年尾開始進行分批拆卸重建， 2006 年尾便要清拆餘下最後的共十五座

樓宇，涉及 2,176 個單位。石硤尾作為香港第一個公共屋邨，在不久的將來便會全部

換上新妝。月前本地媒體用上多頁篇幅，報導石硤尾的歷史、描述過去的生活以及採

訪舊日的居民，喚起了香港人對這個記錄著香港五十多年歷史的社區重新關注，把被

香港人遺忘許久的集體回憶重新懷緬。集體回憶可以理解為一班人對情、景、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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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回憶，也可以指社會上對某一項文化遺產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懷念，但要為集

體回憶訂一個準確的定義，就連特首曾蔭權在《給香的信》中也表示並不容易 x。 

 

五十年代初的香，在未足二百萬人口裡卻佔有三十多萬人居住在寮屋內，這一個窮

苦的境像是香當時的特色，石硤尾災後有 53,000 人痛失家園，情境慘不忍睹，連遊

客來也要到災場逛逛，看個究竟，就是外國元首高官訪，也必到該地巡視一番。

xi 如果要回憶的話，它定必可浮現在衆多香人的腦海裡。就是今時今日，香人總

有家人親友曾經是當時的寮屋居民，甚至是火災災民，（石硤尾大火之後的一年內，

接二連三的木屋區大火，進一步造成接近 100,000 人痛失家園，即約二十分之一的市

區人口）xii，但當時的災場未有被保留下來，卻立刻原地重建徙置大廈，當時的工務

局在 53 日內便完成清理大火現場，和建成第一座兩層高的平房，在作這個決定時，

當然未有考慮集體回憶的因素。 

 

石硤尾徙置區服務數十年後，社會經濟發展變化很大，人們對生活的要求相對提高，

消費能力也提高，徙置大廈當然不能滿足居民的需要，基於可供發展的土地有限，拆

卸後再原地重建，這決定是可理解的。但在石硤尾最後十五座居民遷出當日，報章傳

媒出現集體回憶的標題，對該邨的逝去表示無限感慨。其實，集體回憶是公共資源，

必須集體付鈔才能存在。 

 

社會大衆願意在生活中留下多少集體回憶呢？又願意為文物保育承擔多少責任、多少

代價呢？據香中文大學歴史系其中一個課程的學生問卷調查結果顯示，三十人當中

只有十一人表示願意捐款給保護香文物基金。xiii 房屋署以整體重建規劃為前提，

重點考慮的是重建後社區整體的利益，當市民只集中注視眼前的回憶，強調原地保育

文化，這兩方向並不一致，矛盾當然會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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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公共空間改造 

一個具有多年歷史的社區，有其固有的文化及社區網絡。居民們在同一個環境裡，經

過多年的互動，在其擁有的公共空間裡，發展出一種維持該社區和諧生活的關係，正

如歌星羅文所唱的歌曲《獅子山下》中所描述般。石硤尾數十年來，聚集的是一批共

同經歷過當年大火而失去家園的一群窮人，雖然徙置區環境惡劣，而且公共設施嚴重

不足，但擁有相似背景及經驗的居民，在他們踏出家門便見得街坊的空間裡，就能因

彼此的期望、需要及面對的生活問題相類似，而建立了一套共同的文化，發展出一套

外人無法想像的一種特殊關係。重建後的大厦把原本的空間改造了。所以，人們對石

硤尾的關注並不在於一個集體回憶，而是公共空間改造後的影響。樂施會政策研究員

蘇培健說︰「從現在的眼光來看，石硤尾邨破舊不堪，但在這殘破落後背後所孕育的

那份感情，卻是新一代社區中難以尋找的。」xiv 

 

公共空間改造，等於把固有的生態摧毀。舊區重建，居民們分別搬到不同的社區，再

也不是原來的社區生態。搬遷後與本來的鄰里親友在地域上拉開距離，因經濟上的局

限也未必能時常重聚。就算是原區遷移，但環境一變，人也變，也再難恢復過去的生

活。人們在失去固有的支援系統後，未必能馬上順利地建立起一個新的人際網絡，居

民由此對新社區逐漸失去歸屬感，也開始對區內事務漠不關心。在新型公屋裡，已經

再也看不到如石硤尾邨街坊口中敘述的生活了，只看見家家戶戶緊閉大門，不相來

往。室內私人空間的增加，使得人們不再把走廊作為一個共同活動的公共空間。xv 在

維持固有公共空間與改善居住環境的大前提下，居民遇上「魚與熊掌」的抉擇。話雖

如此，住在石硤尾舊式徙置大厦的居民已全數搬走，試問有誰會為了留戀回憶、堅持

保存原來的公共空間，而放棄具優質環境及適當設備的新型大厦呢？年青人响往新式

設計，其實他們很多早已遷離舊式大厦的老巢，餘下來堅守到清拆前最後一刻的居

民，很多是被「遺棄」的長者，他們所需要的是社會對長者全面的照顧，xvi 又豈

能只斥責這是重建的遺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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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文物建築保護在石硤尾 

文物建築保護不能只針對建築物實體，據《威尼斯憲章》定義，保護一座歷史建築，

意味著它要適當地保護一個環境，任何歷史建築物不可以從它所見證的歷史，和它所

藉以產生的環境中分離出來，任何地方，凡傳統的環境還存在，就必須保護。xvii 而

廣義的建築定義也包括有關它的家具、室內環境設計、單棟建築物、集合住宅、整個

社區、以至城市規劃。xviii 所以，就徙置大厦被視為文物建築而作出保護而言，我們

便需保存建築物、環境、及整個社區，但試問身在其中的居民，有多少願意忍受不合

時宜的早期設計呢？而政府又怎能維持有效善用土地的原則呢？當飛機欖已不能拋

上巍峨的大厦、衣裳竹也不能插在新建單位外牆的時候，我們只可嘆句這是現實社會

的無奈，但我們仍希望保存文化資產。保護文化資產沒有一套絕對的法則，只可以在

對文物作出最小的破壞之下，達到對文化資產最有幫助的處理。當文物不可能整體保

存，退而求其次，保留一小點作為日後的回憶，把文物活化再為善用，似乎也是個無

奈的抉擇。 

 

石硤尾舊邨要清拆了，其中荷花樓作為第一型徙置大厦的代表，（其實它早已經過多

番改善工程，現在的設備及模樣並不是原本的設計，只可作為代表），房屋署決定把

它保留下來，雖然具體的用途仍未落實，但把它改成博物館的機會很大。房屋署現時

的總部大厦附設一個佔地甚廣的展覧中心，陳列着不同年代的公屋設計，深水埗區議

會及鄰舍輔導會合辦的「石硤尾人文館」，也展覧着一批文物。如果多加宣傳，相信

會有很多原徙置區居民願意捐出他們日常的舊家具及物品，如果把它們全部集中安置

在屬於徙置大厦的荷花樓裡，「香公共房屋博物館」的主題便更為明顯，這也符合

文物善用中活化再利用的原則，總比拆卸它再建一所新大厦為好。而附近另一座工廠

大廈，空置多年，室內設施十分殘舊，所以不能再作廠厦（也沒有人願意幹工廠生意），

浸會大學設計將它改裝成 100 個小單位，讓本地藝術團體及獨立工作者以低廉租金進

駐工作，其餘地方則預留作展覽廳、演講廳及舞台等公共表演場地，並設有藝術品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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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方便租戶使用和吸引市民參觀，更可為附近三間學校帶來文化藝術方面的支援。

正如民政局局長何志平的構思，把「石硤尾工廠大厦」改成「石硤尾創意工廠大厦」，

保存這座大厦的歷史和味道。xix 這是另一則文物善用方法中以不同功能再利用

(adaptive re-use)的例子，也是文物建築保護。 

 

 

七. 現時香文物保護政策 

前文提到政府注重社會的整體利益，但市民只集中注視對文物的回憶，強調原地保育

文化，因為這兩方向並不一致，所以矛盾頓然產生。那香港政府的文物建築保護政策

如何與市民協調呢？ 

 

香港訂立古物古蹟法例，無疑比其他國家起步較遲，（法國《歷史古蹟法案》：1913

年；美國《聯邦古物法》：1906 年；日本《古蹟名勝天然紀念保存法》：1919 年；

英國《古代遺蹟法案》：1882 年），所以文物保護較英國落後，這是可以理解的。英

國管治香港並非為了殖民，而是方便在商業、軍事及外交方面與中國交往，所以一向

無意把英國本土的政策模式搬到香港，因此文物保護在香港一直不受重視，情况直至

1976 年當古物古蹟辨事處成立後才有轉機。針對文物的法例《古物及古蹟條例》於

1976 年生效，但未覺嚴謹及深入，執行上也有困難，所以要借助相關法例配合，例如

於 1997 年立法的《環境影響評估條例》，便替文物古蹟保護起了很大的作用。《城

市規劃條例》及《市區重建局條例》也分別提供了環境規劃指引。現行文物建築政策

奉行以下四項基本原則： 

 

 保護文物而非接管文物 

 保護標準取決於文物價值，並非純粹歷史長短 

 應在文物保護與經濟代價間取得平衡 

 充份顧及私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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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香文物保護政策展望 

現行的文物保護，分別由四條法例規管，隸屬於多個不同的政府決策局，在法例執行

上有困難，例如產生數月前清拆天星鐘樓與填海築路的角力。如果政府重視文物保護

而又兼顧基建工程時，便應把地政規劃、工務、古物及古蹟歸納在同一個決策局內以

便協調。 

 

從上述四個基本原則上我們可發現，文物價值及業權被視為較重要，而市民訴求的集

體回憶卻欠奉，所以被評級為文物建築的只有 496 幢，而政府建築佔近半。 xx 近數

年來，市民開始認識到文物古蹟的重要，如 2002 年反對拆卸「甘棠第」事件，2006

年的天星鐘樓事件及最近的孫中山與香關係等。就是當清拆石硤尾最後十五座舊型

徙置大厦時，報章也發出緬懷及唏噓之聲。時移世易，今天市民重視文物保護，在他

們眼中，市區發展已非重於一切，特別是當一些發展會失去文物建築時。xxi 所以，

在經濟發展與文物保護、社會價值與集體回憶之間，政府一定要求取適當平衡，而市

民也要承擔代價，正如前文所述，集體回憶是公共資源，必須集體付鈔才能保有。如

果經濟發展無法持續，也會無力支付文物保護所涉及的龐大開支。 

 

香回歸之初，由於要面對經濟危機，政府的施政以振興經濟及改善民生為主，文物

保存與文化身份問題並非當務之急。但近年政府態度已有改變，希望修改現行法例，

除了回應市民訴求外，也注力建造新香人的文化身份。民政事務局於 2004 年就文

物建築保護的宏觀政策概念進行公衆諮詢，希望查找那些文物建築應受保護、怎樣去

保護、及由誰承擔保護的代價等。2007 年初，民政事務局更舉辦多場文物建築保護政

策的公開論壇。公衆的回應是正面的，更顯示支持文物建築保護的決心，但怎樣修改

法案而令意見付之實行，當中爭議在所難免，但路向是正確的，民間的訴求和參與當

能指導政府的文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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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總結 

五十年代以前的香，居民大多數都是從內地跑來避難，心中存在「暫住」的心態，

對香未有歸屬感，那遑論需要保存集體回憶。從木屋區遷到徙置區，生活質素有改

善，在歡欣之餘又那會集體反對呢。舊型徙置大厦設備落後，經過十數年後，便不能

達到現代生活要求，就是舊邨重建，多數居民樂意搬遷，（雖然較貴的新租金是考

慮的因素），新的一代居民甚至早已搬離舊巢，只留下長鎮守，照顧長成為新的

社會問題。 

 

英格蘭遺產：「歷史就在我們四周，‧‧‧歴史環境不單只是物質遺存，‧‧‧它是

個人、社區、甚至國家的身份認同；它是我們的國家如何成功與否地發展至今的物質

證明；它是我們的集體回憶。」xxii 石硤尾正可當上這個物質證明，它從寮屋開始，

大火後變成徙置區，經過舊邨重建，現在是現代市中衆多新區之一，過程反映香

文化生活近六十年來的演變，當中牽涉許多許多市民。石硤尾改變的過程是平的，

當日舊邨甚至木屋區清拆時，本可勾起許多人的回憶，奈何依戀舊日足跡之風未成大

氣候，市民只作一點嘆息。 

 

但近年來，社會出現一些從下而上的文物保存運動，市民大衆意識到文物古蹟對尋找

他們文化身份的重要性，有「香是我家」的身份認同，（最近香大學的調查結果

透露，有 61.8% 的人自認為香港人）xxiii，所以爭取保存屬於他們的集體回憶，例如

新近成立的「本土行動」組織，便打算呼籲保留蘇屋邨及將軍澳寮屋區。這些舉動促

使政府重新考慮文物保育政策、進行民意諮詢、準備修改法例、（或更應重整決策局），

為文物古蹟保護加把勁。現在就讓我們拭目以待看看政府的回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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