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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尖沙咀=星光大道/購物區/旅遊區」這就是一般人眼中的尖沙咀，你甚至會有感

尖沙咀是無人居住的！尖沙咀海濱長廊有星光大道，但它只是借來的綽頭，放在

向維港借來的土地上；尖沙咀有路易威登、香奈兒偌大的商鋪，但愈多這些商鋪，

香港的性格便會愈來愈模糊；尖沙咀有鐘樓，旅遊發展局(下文簡稱旅發局)告訴

我們，它是舊火車大樓於 1978 年拆卸後留下的歷史標記1，但站在鐘樓下，你不

會感受到五、六十年代的時空。然而，尖沙咀並不是無靈魂的大商場，更是歷史

建築處處，這些建築就是香港殖民地歷史的沉澱。本文將會先重塑尖沙咀區的歷

史，然後會以漫遊式的筆觸介紹該區的歷史建築，並探討其活化再利用或原功能

再利用的成效。最後，此文會提議古物古蹟辦事處和尖沙咀街坊福利會合作，推

廣尖沙咀區的歷史建築，將社區和歷史建築連結起來，將人情注入文物保護。 

 

 

 

 

 

 

 

 

 

 

 

 

 

                                                 
1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taiwan/touring/hkiidistricts/ta_dist_ytmk1.jhtml, 2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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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沙咀區的文化重要性(cultural significance) 

 

於九龍半島的南端上，有一個長及尖的沙灘，由於地形十分顯著而被取名為「尖

沙咀」2。 

 

「尖沙咀」自明朝萬歷年間(1573-1619)已有記錄，1839 年，林則徐上奏道光皇

帝：「尖沙咀一帶，東北負山，西則有急水門、雞踏門；東則有鯉魚門、佛堂門，

而大嶼山臣島又即在其西南，四面環山，藏風眾氣，波恬浪靜，水勢寬深…而就

粵省海道而論，則東赴惠潮，北往閩浙之船，均不能不由該處經過」3。可見尖

沙咀自古而來，已是一處貿易、運輸的寶地，也由於這是一塊戰略重地，英人在

1861 年鴉片戰爭勝利後，要求清政府割讓界限街以南的九龍土地於英國，並以

高踞臨下的尖沙咀作為軍事中心及洋人住宅區。 

 

「尖沙咀是香港的旅遊熱點，購物中心、旅遊景點、餐廳及酒吧林立4。」 

 

今日的尖沙咀已成為繁華鬧市，高樓密佈，昔日的軍事氣息已被完全淹沒，在香

港旅遊發展局給遊客的宣傳單張中，只有短短幾行介紹前九龍火車總站的鐘樓，

而對同區的其他歷史文物完全隻字不提。我們只可感到十分幸運的是，不少具價

值的歷史建築物仍然存在，其實筆者認為，除中、上環外，尖沙咀必然是第二處

殖民地建築最為密集的地區，而由歷史建築物的分佈，只要細心重組，更可重塑

昔日尖沙咀的模樣。 

 

尖沙咀中不同地區的建築物分佈都可見當時殖民政府的政策、用心。由於英人的

                                                 
2 蕭國建主編：《油尖旺區風物志》，油尖旺區議會出版，1999 年，頁十四。 
3 蕭國建主編：《油尖旺區風物志》，頁十四。 
4 《香港漫步遊》，香港旅遊發展局，2005 年，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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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及發展，尖沙咀成為當時的軍事中心及洋人住宅區，故我們在尖沙咀可發現

不少政府或軍事用途的建築，如威菲路軍營、前水警總部、天文台等，和很多帶

有歐洲式風格的建築物，使早期的尖沙咀歷史建築充滿著殖民地色彩，如前九龍

英童學校、嘉諾撒聖瑪利書院的聖米高樓等。尖沙咀實在是一塊不應被輕易遺忘

的文化之地。 

 

尖沙咀區歷史建築物的文化價值與保存問題 

尖沙咀區說大不大，卻已有四座法定古蹟，分別是前水警總部、天文台、前九廣

鐵路鐘樓和前九龍英童學校，而歷史建築物更是隨處可見，當中的前威菲路軍

營、訊號山訊號塔、半島酒店、天主教玫瑰堂、聖安德烈教堂、嘉諾撒聖瑪利書

院聖米高樓、美麗華酒店、諾士佛臺、前九龍消防局主樓都極具歷史意義。筆者

將會以漫遊的形式與行走路線，簡述曾到訪過的歷史建築及分析其再文化價值及

保存問題。 

 

從尖沙咀地鐵站出發，第一站是 (1) 九龍公園： 

前身是威菲路軍營，建於 1892 年，至 1967 年關閉，而於 1970 年才改為九龍公

園(見圖片 1)。現時九龍公園內仍保留著四座 1910 年興建的軍營，分別是S4 座，

現為衛生教育展覽及資源中心；S58 座，現為香港歷史博物館藏品庫；S61 和S62

座，現為香港文物探知館。而公園內亦保存有 1862 年興建的九龍西二號炮台兩

座，現時炮台被建為歷奇公園，其中一座的機械房則被改建為公廁。

 

以威菲路少將(於 1869-1874 年出任英軍駐中國、香港及海峽殖民地司令)命名的

威菲路軍營，是英軍佔領香港及九龍半島後，為加強防禦能力的重要軍事設施。

軍營的選址顯示十九世紀尖沙咀的其中一個主要用途—軍事用途。這亦是當時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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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咀的一大特色。但今天走進這所由軍用改為康樂用的九龍公園5，有多少市民

會知道這是一個前軍營呢？就歷史層面看，九龍公園入口的指示牌，列明了每座

建築物的名稱與位置，但你卻不會知道軍房、炮台在哪裡，而在純公園的層面上

看，九龍公園則是公認未能達標成為成功的公園，更有人批評這個公園一點公園

味道也沒有，反像一個露天商場6。具軍事特色的四座營房及炮台現在已給再利

用，而當中最為人欣賞的是香港文物探知館，館內現時正作新式展覽及教育用

途，它不單簡述了威菲路軍營的歷史，更將營房重新修葺，加建的玻璃幕牆使人

有強烈的空間感，配合上營房與營房間的青草地，感覺就如與大自然相連。由於

營房設計本缺乏現代的空氣節及照明系統7，故重新設計既能彌補舊有設計的不

足，又能保留營房的維多利亞殖民地式建築風貌，實在是新舊融和的上好例子。

S4 座和S58 座營房實能參考，以發揮其珍貴的歷史價值。﹝見圖片 2，3，4，5﹞ 

 

在九龍公園內，最令人失望的是 1865 年建成的九龍西二號炮台，即現時的歷奇

公園。正是由於英軍對維多利亞港的重視8及位置屬軍事要充，才選址當地興建

炮台。但現時的炮台，除了炮位和指揮塔仍然存在外，絲毫不能感受到當時的氣

氛。儼如一個只有軀殼的主題公園，而沒有靈魂。站在炮位望出去，是後期加建

的欄杆，叢草雜物完全遮擋了人們的視線，試問市民又怎能站在炮台上，回想英

軍為保護港口而起動大炮的情況呢，而且在炮台附近亦沒有隻字簡述這座近百年

的歷史文物，炮台的機械房亦已被改作公廁，炮台的功用與價值完全受到忽視，

實在是九龍公園內一個最差的再利用例子。﹝見圖片 6，7，8，9，10﹞ 

 

走出九龍公園，橫過了以彌敦港督(1904-1907)為名的彌敦道，到了 (2) 香港古

物古蹟辦事處、 (3) 天文台和 (4) 聖安得烈教堂。這一片小小的地方，已有兩

                                                 
5 《香港文物》第十六期，古物古蹟辦事處，2006 年 2 月，頁 4。 
6 胡恩威：《香港風格》，德記書報有限公司，2005 年 9 月，頁 153。 
7 《香港文物》第十六期，頁 8。 
8 蕭國健主編：《油尖旺風物志》，頁 30。 

 5



座香港法定古蹟，及一座極具意義的歷史建築。 

 

(2) 古物古蹟辦事處前身是九龍英童學校，於 1900 年 7 月創建，1991 年被列為

法定古蹟，亦是本港現存最古舊的英童學校建築。建築物是典型維多利亞時代模

式，而為因應本港氣候環境，建有寬闊遊廊、高樓面及金字瓦頂，是香港早期維

多利亞殖民地式建築的佼佼者。﹝見圖片 11，12，13﹞ 

 

由於尖沙咀在二十世紀初的其中一個主要用途是洋人住宅區，故為英國小孩興建

學校是不可或缺的一環。現時的古物古蹟辦事處將前英童學校修復並再利用，成

為尖沙咀一座美輪美奐的古式大樓，唯一美中不足的是由彌敦道入口卻只有「古

物古蹟辦事處」的名牌，要走上兩層階梯才能見到「前九龍英童學校」，而且現

時古物古蹟辦事處並不開放予市民參觀，而詢問處亦已搬到位於九龍公園的文物

探知館，使市民更少機會親身接觸這所香港的老學校。(見圖片 14，15) 

 

(3) 位於天文台山的香港天文台，於 1883 年創立，當時乃整個尖沙咀最高之處，

以報時及提供南中國海氣象資訊為首要任務9。後期在主樓後方加建了工人住的

大樓和供台長居住的別墅。天文台的主樓於 1984 年被列為法定古蹟，現時仍然

作辦工室用途，但主要的探測工作已經移往鄰座的新行政大樓。 

 

由天文台的設立和其早期的主要工作可知，當時向航海人士提供準確時間的急切

性和重要性，而實際上，1876 年留港或過港的船隻已超過 150 萬噸10，而船隻多

從英國出發，可見尖沙咀的維多利亞港在當時已是香港最重要的港口及世界重要

的貿易中轉站，選址在天文台山，是由於天文台山乃當時尖沙咀最高之點，並能

清楚被海上船隻觀看，可惜現時的天文台已被高聳的石屎大樓環繞，不單不能再

                                                 
9 何佩然：《風雲可測 : 香港天文台與社會的變遷》，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頁 150。 
10 何佩然：《風雲可測 : 香港天文台與社會的變遷》，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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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到海岸線，據天文台科學主任稱李子祥先生稱，更會由於熱島效應而令天文台

的溫度測量有些許偏差。現時主樓與相連的森林都保存良好，但遺憾的是天文台

平日並不開放予市民參觀，在天文台的歷史室、宣傳單張、網頁亦沒有簡述主樓

的輝煌史，在只有星期六及一年一次的開放日，市民才有機會一睹天文台，唯名

額不多，而重點也多是放在天文工作上，對這棟 1883 年建成的古老建築及相連

近百年歷史的森林，實在應被更多市民欣賞及了解。(見圖片 16，17，18，19，

20) 

 

(4) 於古物古蹟辦事處旁有聖安得烈堂，於 1906 年建成，是本港聖公會教堂之

一。教堂的主樓呈十字型，正門右端有一座鐘樓，屬典型的兩層高的歌德式建築

11。 

 

基督教乃英國國教，故在洋人住宅區興建基督教教堂，對英國人來說是是十分重

要的。位於尖沙咀的要充地段，聖安得烈堂可謂見證著尖沙咀區的變遷，在教堂

內可見二十世紀初的信徒紀念碑文，而在教堂的右側，則是已重建的新式安得烈

基督中心。位於尖沙咀的中心地帶，教堂的興建與選址可見當時英政府對信仰的

重視，亦可見對基督教的重視。(見圖片 21，22) 

 

走出聖安得烈教堂，在彌敦道繼續往佐敦方向走，到柯士甸道後轉往漆咸道南方

向，在交界處我們可見 (5) 嘉諾撒聖瑪利書院和 (6) 天主教玫瑰堂。 

 

(5) 由意大利嘉諾撒修會的修女興辦的嘉諾撒聖瑪利書院，於 1860 年始創，1900

年於原址成立，意為鼓勵女性接受教育，本來更在海旁興建了一間為學生作課外

活動的房子，名為「厄瑪塢」(Emmuas)，其廳房更曾於二十世紀初，為印度士

兵是舉行彌撒。當時英政府為準備介入中國內部的義和團之亂，從印度調派了印

                                                 
11 《香港文物》第十一期，古物古蹟辦事處，2003 年 3 月，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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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籍英兵駐紮九龍候命，而居住港島的德若翰神父(John M. Spada)就奉命每週來

回九龍，在「厄瑪塢」的廳房為印度士兵是舉行彌撒，從此，主日便開始在此舉

行12。而 1925 年興建兩層高的聖米高樓，為書院現時最古舊建築物。(見圖片 23) 

 

(6) 天主教玫瑰堂於 1920 年建成，採用的是歌德式的建築風格，是九龍區最早

興建的天主教教堂。其拱形設計、繫樑托臂都別具特色。由於彌撒的主日已於「厄

瑪塢」開始，而九龍半島的葡籍信徒愈來愈多，於是玫瑰堂便應求而生。由此可

見，天主教玫瑰堂與嘉諾撒聖瑪利書院的關係十分密切，而自天主教玫瑰堂興建

後，傳教工作便不斷向北推進，包括紅磡、油麻地、九龍城、深水步一帶，該堂

並曾擔當九龍區的教會旗艦，見證著天主教在九龍半島的傳教歷史。(見圖片 24) 

 

嘉諾撒聖瑪莉書院與其旁的天主教玫瑰堂一樣，屬天主教的建築物，但與聖安得

烈堂和九龍英童學校相比，嘉諾撒聖瑪莉書院的地理位置就明顯較差，可見是由

於天主教並非國教而未受到重視的關係。玫瑰堂為天主教於九龍半島的第一間教

堂，也只能在社區的邊陲地段興建，可見其宗教地位遠遠不及聖安得烈堂，而由

區內的兩組建築群分析，發現教堂旁與學校可算是一常見組合，這應該是由於教

會希望能自小灌輸宗教慨念於小孩子的傳教手法。玫瑰堂內的聖像，聖母本來是

右手拈著玫瑰經，交給跪在左側的聖女西亞納，而聖母手上抱的聖嬰，其右手也

是拈著另一本玫瑰經，交給跪在右側的聖道明，但可惜經過重修後，聖人的塑像

已經不知所跡13，可見早期的維修並不重視教堂的原貌，而且維修者亦不熟悉教

堂的歷史。而從教堂外沒有了鐘的鐘樓，亦可體現抗戰時期的香港情況。沒有了

鐘的原因，是因為大戰時期為生計賣了，可見當時天主教堂的艱苦情況。(見圖

片 25，26) 

 

                                                 
12 夏其龍：《香港傳教歷史之旅》，天主教香港教區福傳年專責小組，2005 年 10 月 23 日，頁 3。 
13 夏其龍：《香港傳教歷史之旅》，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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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漆咸道南，往梳士巴利道走，在交界處再尋覓一番，我們可見 (7) 訊號山

公園。 

 

訊號山(大包米)公園以山上的訊號塔命名。訊號塔原本位於天文台，於 1885 年

建成，於 1907 年遷往大包米14。裝有由水警總部搬來的報時球，為海港內的船

隻提供報時訊號，於 1933 年停止運作。 

 

(7) 訊號塔的功用是為船隻報時，要讓航海人員看見，自然要位於海邊，故從訊

號塔的地理位置，筆者了解到尖沙咀海岸線的變遷。現時的訊號山公園環境優

美，訊號塔保存情況良好，而且每天定時開放予市民進入塔內參觀，塔內有訊號

塔的前貌，以再利用而言，為一個符合標準的例子。但筆者在前往訊號山公園卻

有不少阻滯，首先，在漆咸道南與訊號山公園間相隔一個巴士總站和一條小徑之

遠，但漆咸道南或梳士巴利道附近並沒有任何前往訊號山公園的指示牌，試問以

筆者有目的地尋找也要搜索近半小時，那它又如何能吸引一些純粹到處遊覽的市

民呢？而當我們到達訊號山公園唯一的入口時，發覺入口被兩部貨車完全遮擋，

一個歷史建築物的入口竟然毫不顯眼更能被停泊的貨車佔據入口，實在使人心

痛，這亦是導致訊號山公園人流極為稀少的原因之一。(見圖片 27，28，29，30，

31，30a，31a) 

 

由訊號山公園走出梳士巴利道，前往太空館方向，曾經位列全球酒店排名十名以

內的(8) 半島酒店就在眼前。 

 

(8) 於 1928 年開幕的半島酒店，乃當時遠東最為豪華的酒店之一，有「遠東貴

婦」15之稱。於日佔期間，曾經成為日軍的司令部，於 1988 年及 1990 年曾大肆

                                                 
14 何佩然：《風雲可測 : 香港天文台與社會的變遷》，頁 189。 
1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8A%E5%B3%B6%E9%85%92%E5%BA%97, 18-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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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在原樓後加建，使酒店更為宏偉。 

 

二十世紀初，有財權意欲在香港興建一間能媲美遠東的大酒店，結果選址尖沙

咀，證明當時尖沙咀的發展潛力已被肯定，而當時最大的酒店的落成亦奠定了尖

沙咀區的地位及加速了尖沙咀區的發展。於日軍入侵香港的初期，由於有一隊日

軍小隊走上半島酒店並插上日本國旗，使英軍誤以為遭前後夾擊，而退守香港

島，結果使九龍半島迅速淪陷，可見半島酒店於尖沙咀甚或九龍半島的代表性。 

(見圖片 32，33) 

 

半島酒店再往前走，已是海傍，(9) 前水警總部和 (10) 前九廣鐵路鐘樓就在眼

前。 

 

(9) 前水警總部建於 1884 年，開始時是與尖沙咀警區共同佔用，後來整組建築

群直至 1997 年都為水警佔用，於 1994 年被列為法定古蹟。主樓本為兩層高的

建築，後於 1920 年加建一層16，總部下本有大量防空隧道，但大部分已於二次

大戰後回填，而總部前的報時塔已於 1907 年停用。 

 

在天文台訊號塔開始服務之前，一直是由水警總部的報時塔為鄰近海域船隻服

務，故水警總部的位置也也可推斷是從前尖沙咀海岸的位置。位於尖沙咀的中心

地帶，因此發展潛力無限，2002 年被長實投得發展權，現時正進行重修，由於

有保存文物的強制性規定，筆者相信前水警總部將會成為尖沙咀區內一保存良好

的文物。(見圖片 34，35) 

 

(10) 九龍火車總站於 1916 年落成，1921 年鐘樓開始運行，從此，鐘樓就成為

了九龍火車總站的標記，1975 年火車站由尖沙咀遷往紅磡，亦於 1978 年拆卸

                                                 
16 《香港文物》第十二期，古物古蹟辦事處，香港，2003 年 12 月，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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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剩下鐘樓作為歷史標記。 

 

相信鐘樓是最為人熟悉的法定古蹟，可能因為其地理位置的因利成便，亦因旅遊

發展局的大力宣傳，但筆者並不認為火車站鐘樓是一個好的再利用例子。鐘-- 

本是中國所發明之物，但當傳入英國後，其鐘錶技術大放異彩，英國人更擅長製

造鐘樓18，故鐘樓可謂代表著英人的殖民地統治，而本於其旁的九龍火車站，更

是英人為宣揚其大英帝國的產物，鐘樓與火車站本來就密不可分，現在只剩下孤

獨的鐘樓，完全割斷了鐘樓最真實的一段歷史，而且旁邊絲毫沒有介紹從前火車

站的模樣，和只簡述了幾句歷史，似乎她的歷史並不甚重要，最重要的是成為讓

人拍照的背景畫版。 

 

由九龍公園出發，走到了海傍，就如在時間廊內繞了一個圈。其實經過的其實並

不只上述這麼多，例如美麗華酒店、諾士佛臺、油尖旺文化藝術協會等，美麗華

酒店已完全沒有了前身樂宮戲院或歐洲式別墅的痕跡，諾士佛臺也只剩下一幅護

土牆為歷史印記，油尖旺文化藝術中心則正在維修，塵土飛揚，唯有等待原工後

的新貌。另一方面，筆者也經過了不少現代尖沙咀的象徵建築物，例如柏麗大道、

星光大道等，心裡也禁不住要疑問，為何不好好的珍惜原區的寶藏，修復或宣傳

一些與本區有關的歷史建築，卻要在這建上一條星光大道呢？不可不提的是，也

當中，無數個地盤與修路工程竟與建築物的數量可謂不相伯仲，這真是一個永不

停止的動力都市呀。而十分有趣的是，在海旁一帶的工程，圍著地盤的木板上，

竟貼上數張昔日香港風貌的照片，這算是一種補償嗎？卻更似一種嘲諷。(見圖

片 36，37，38，39) 

從街坊出發 

上述歷史建築物的歷史環境多已被社會發展所淹沒，而市民對它們的歷史背景亦

                                                 
17 張志義：《圖說香江歲月》，一點文化有限公司，香港，2003 年，頁 99。 
18 張志義：《圖說香江歲月》，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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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陌生。筆者認為服務尖沙咀社區多年的尖沙咀街坊福利會可與古物古蹟辦事

處合作，作市民與古蹟之間的中介。(圖片 40，41) 

 

1. 尖沙咀街坊福利會與尖沙咀區的關係 

尖沙咀街坊福利會(下簡稱「福利會」)於 1953 年成立，以「守望相助、休戚相關、

患難相扶、移風易俗」四大信條，服務尖沙咀社會。「福利會」初設於亞士厘道，

稍後遷往天文台道街坊福利會舊址，1989 年新建會所大廈落成。19 翻開「福利會」

第一期(即 1956-57 年度)的年刊，我們已見「福利會」開辦婦女瑜珈班、成人會

計班等課程20，為尖沙咀居民提供進修與消閒的場地。 

 

教育方面，五十年代其間，政府尚未實行普及教育，普羅大眾實難以應付龐大的

支出，故很多小朋友因此失學。「福利會」遂於成立後舉辦義學服務，把教育視

為最重要的福利工作。「福利會」在成立的短短兩年內，借用樂道小學校址，成

立「尖沙咀街坊會義學」，收容了二百名失學兒童，為他們提供免費教育。1957

年等一義學與第二義學合併，遷至天文台道會址上課。及後「福利會」也開辦一

至六年級小學及幼稚園等學校。
21

 

衛生服務方面，「福利會」負起提供廉價醫療服務的責任。由於尖沙咀區華洋共

處，故除了中醫服務外，「福利會」也會提供西醫及牙醫服務。1952 年「福利會」

正在籌備之際，一區內熱心的中醫、西醫及牙醫師便開始為街坊提供輪流服務，

只酌量收回藥費。當「福利會」正式成立後，便開辦西醫醫療所，聘請註冊西醫、

藥劑師及女護士為病人服務。四、五十年代，肺癆病肆虐香港，香港的公眾醫療

服務也未能應付大批肺癆病人，「福利會」於是邀請防癆會，委派醫護人員到尖

                                                 
19 蕭國健主編：《油尖旺區風物志》，頁 67。
20《尖沙咀區街坊福利事務促進會年刊 1956-57》(香港：尖沙咀區街坊福利事務促進會) ，末頁。
21《尖沙咀街坊福利委員會五十周年紀念特刊》(香港：尖沙咀街坊福利會，2003 年)，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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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咀區為坊眾注射疫苗，使該區的癆患得以改善。22

 

除了教育及衛生服務外，「福利會」還負責改善交通、清潔城市、調難解紛的工

作。總括來說，尖沙咀街坊福利會跟尖沙咀社區戰後的發展有着密不可分的關係， 

不少街坊在尖沙咀居住多年，與尖沙咀的一草一木、幢幢歷史建築都十分熟識，

並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以尖沙咀街坊福利會為中介，跟古物古蹟辦事處合作，

推廣尖沙咀的古蹟、歷史建築，乃值得考慮的做法。 

 

2. 尖沙咀街坊福利會與尖沙咀區古蹟的關係 

歷史建築置於無人地帶，便會變得冷冰冰；社區失去其歷史建築，便儼如無根的

樹。自創會以來，尖沙咀街坊福利會跟尖沙咀的古蹟關係密切。我們可以從「福

利會」早期的年刊窺看其對古蹟保護的貢獻。(見圖片 42，43) 

 

從「福利會」1969-70 年度的紀念特刊中，我們已能看到其對保存文物的努力及

對古建築再活化的識見(雖然「福利會」當時應未有「再活化」概念)。「福利會」

建議於尖沙咀火車站北移後，保留鐘樓，在火車站舊址興建博物院。當時保留鐘

樓經得輔政司覆函同意，而將火車站舊地改為博物院的建議，市建局也在研究

中。23

 

1969-70 年度的紀念特刊顯示「福利會」對威菲路兵房的再活化提出重要的建議。

首先，1963 年前，「福利會」欣悉威菲路兵房移為民用，多次上書要求改為公園。

港府終於 1976 年接納其建議，並撥出 26 英畝土地用作市肺，定名為九龍公園。

該年度的特刊更顯示港府欲將兵房尚餘的 16 畝地段用作商業或住宅用途，「福利

會」力陳保持要公園的完整之意義，不可將之分割撥作非公眾用途，當時此項要

                                                 
22 《尖沙咀街坊福利委員會五十周年紀念特刊》，頁 55-6。 
23 《尖沙咀區街坊福利事務促進會年刊 1969-70》(香港：尖沙咀區街坊福利事務促進會) ，頁 7。

 13



求尚在研究當中。「福利會」建議在九龍公園東北角(上述之 16 畝地段)興建九龍

大會堂，以補香港大會堂之不足。24(見圖片 44) 

 

翻看約廿年「福利會」的週年特刊時，我們發現「福利會」的理監事就職典禮均

在九龍半島酒店舉行。每年當日，半島酒店前的大門上總掛着「福利會」的橫額，

而該會理監事與賓客們均會於大門前留倩影。「福利會」與半島酒店有着密切的

關係。(見圖片 45) 

 

其實，「福利會」與古物古蹟辨事處也有着特殊的關係。古物古蹟辨事處現址的

前身為前九龍英童學校，而「福利會」於 1957 年落成的會所就在英童學校的後

面。「福利會」經過十多年的發展後，固有的會所已不敷應用，故「福利會」再

次向政府申請撥地。後得民政處協助，工務局終撥出彌敦道 165 號尖沙咀健康院

院址(前為為九龍英童學校)作為「福利會」擴充之用。若翻看「福利會」1975-76

年度的特刊，我們能見到「清潔示範大掃除運動」於英童學校舊址誓師，然後由

學生所組成的隊伍便浩浩蕩蕩由「福利會」的新會所門前出發。
25由此可見，古

物古蹟辦事處與尖沙咀街坊福利會甚有淵源，而這種連繫提供了兩者合作的契

機。(見圖片 46) 

 

3. 尖沙咀街坊福利會與古物古蹟辦事處合作的可行方案 

1987 年的《華盛頓憲章》第五條中提出，任何古蹟文物的保護計劃均須得到該

歷史地區的居民的支持。26 1964 年的《威尼斯憲章》第一條已開宗明義地指出歷

史古蹟(historic monument)不只包括單一的建築物，更包含整個有文化重要性的環

境。27 這兩個憲章帶出重現尖沙咀歷史建築文化重要性的兩個重點。首先，我們

                                                 
24 《尖沙咀區街坊福利事務促進會年刊 1969-70》，頁 7。
25 《尖沙咀區街坊福利事務促進會年刊 1975-76》(香港：尖沙咀區街坊福利事務促進會)，頁 220。
26 Chapter 5, http://www.international.icomos.org/e_towns.htm, 20-4-06.  
27 Article 1, http://www.icomos.org/docs/venice_charter.html#definitions, 2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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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從一個宏觀的概念入手來保護尖沙咀的古物古蹟，所以我們須讓人理解尖沙咀

的歷史環境(setting)。第二，我們必須讓尖沙咀居民投入保護尖沙咀歷史古蹟的

工作。 

 

尖沙咀前殖民地建築物的歷史氛圍已受到嚴重的破壞：前水警總部對出已不是維

多利亞港；天文台已非尖沙咀最高處，它已成尖沙咀石屎森林叢內的真正森林；

鐘樓旁已不見火車站遺跡，只見巴士站，遲些兒可能還會變成露天茶座。雖然我

們已難憑肉眼找出古蹟間的歷史關係，但我們仍能利用「人情」作古蹟間內在的

連繫。筆者建議利用尖沙咀街坊福利會的老街坊與古物古蹟辦事處的義工合作

(例如古物古蹟之友)，舉辦尖沙咀文物之旅。以下是有關該計劃簡介： 

 

• 目的：把「福利會」老街坊對尖沙咀古蹟的記憶和古物古蹟辦事處義工的專

業知識結合，重塑尖沙咀的歷史環境。 

• 參與者： 

1. 「福利會」老街坊 

2. 古物古蹟辦事處義工— 可以為對文物保護有所認識的大學生或社會

人士。 

3. 大眾市民 

• 活動模式： 

1. 「福利會」老街坊與義工會分為多個小組，每組至少應有一名義工及

街坊，並由他們帶領市民遊覽。為了讓組員間有更密切交流，每組人

數不能超過 8 人。 

 

2. 老街坊與義工於出發前自行決定路線，各組的路線可以不同，因為不

同的老街坊都會對不同的地方有特別的回憶。比方說，一組去到九龍

公園，街坊可能會憶述當軍營轉變為公園後街坊的生活有何轉變、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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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時與伴侶於公園閒逛的情形，然後義工會講解為何殖民政府要選址

該地；一組的街坊可能對大包米的信號山公園充滿感情，因為其每天

也會到公園上做早操，並感慨於公會四周環境的急劇變化，而義工就

會講解前大包米的作用，向參與者指出昔日的海岸線；一組街坊可能

對鐘樓有很強烈的感覺，因為當港英政府要拆卸鐘樓時，他/她挺身

而出，參與保護鐘樓的運動，義工此時可以講解為何彌敦要堅持興建

火車站，並將之置於尖沙咀，而非當時的紅磡。筆者認為，街坊帶有

感情的回憶可以把古蹟與市民的關係拉近，令古蹟不再是冷冰冰的，

而義工的講解則能令參觀者感受歷史建築的氛圍，想像殖民地時期的

尖沙咀。 

 

 

3. 若參加者為高中生或成年人，小組還可返回九龍公園的文物探知館作

有關文物保護的討論。義工可跟參加者於舒適的文物探知館中討論剛

才參觀古蹟時的想法，同時也可引導參加者思考有關古蹟再活化的問

題。筆者認為參觀後的反思是其他古蹟遊舉辦團體所忽略的，即使是

古物古蹟辦事處出版的《香港文物》，也只是着重推廣文物遊覽，而

忽略文物保護的反思。 

 

• 活動的好處：古蹟保護不能單靠古物古蹟辦事處的努力，更須要適當的合作

伙伴。當筆者訪問天文台科學主任李子祥先生時，他表示天文台未能延長開

放時間的主要原因為沒有足夠合資格的導賞員。筆者認為尖沙咀街坊福利會

正能提供了解社區的人才作導賞員，令更多古蹟得以推廣；對「福利會」的

老街坊而言，他們得到新機會，服務自己土生土長的社區，這無疑增進了他

們的自我滿足感和社區投入感；對義工而言，整個計劃由他們一手策劃，實

是一個學習推廣文物保護的好機會；對參加者之言，他們得以窺探尖沙咀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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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時代的歷史精神面貌，及思考古蹟保護的成效。總括來說，這種伙伴形式

的文物遊是一個對古蹟「再記着」及對古蹟保護「再思考」的過程，它對古

物古蹟辦事處、尖沙咀街坊、義工及參與者本身均有脾益。 

 

• 計劃的困難：為了進一步確保計劃的可行性，筆者一連兩日做訪尖沙咀街坊

福利會會址，希望作一簡短訪問。惟「福利會」當值負責人蔡小姐聲稱自己

只於該會服務約十年，未必能回答筆者的問題，並聲稱會協助相約服務該會

多年的蘇先生，但至筆者下筆作此報告時，仍未收到有關回覆。筆者也曾相

約油尖旺區區議會主席陳文佑先生作有關尖沙咀古蹟保護的訪問，但陳主席

的助理竟「不小心」將之刪除，即使再發電郵相約，陳主席仍未作出回覆。

筆者對之感到十分無奈和極度失望，保護古物古蹟的難處竟是源於各組織的

透明度不足。 

 

 

 

 

 

 

 

 

 

 

 

 

 17



總結 

筆者於尖沙咀走了一圈，已深切體會到尖沙咀的確是文物處處。筆者看到尖沙咀

的文物已開始受到重視— 香港文物探知館一方面保存了建築物的文化重要性，

另一方面展現了嶄新的建築風格; 舊水警總部已給長江實業發展，相信不久以後

另一個活化再利用的成功例子會在尖沙咀出現。但是他們其實與鐘樓一樣，都處

於被割裂的歷史環境中— 移山填海令海岸線轉變、啟德機場停用後區內建築高

度不斷提高，他們猶如處於一個與其沒甚關連的地方。然而，我們不能將時光易

轉，把一切經濟發展摧毀，還原歷史環境，我們只能做的是利用非常緊拙的財政

資源，盡量搞好古蹟的原功能再使用和活化再利用。而更重要的是，我們能透過

社區對文物的回憶、感情，讓外來參觀者(outsider)與文物建立關係，再由專業人

士介紹文物的氛圍，令參觀者感受到自己置身於歷史環境當中，而非單一有歷史

風味的建設物內。既然尖沙咀街坊福利會與尖沙咀的歷史及文物保護發展有着這

麼深厚的關係，筆者建議尖沙咀街坊福利會與古物古蹟辦事處合作，把市民與尖

沙咀的歷史環境重新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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