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今往古，從外到內，反思之旅 

前言 

 

從香港的人工島飛到關西的人工島，航程只是四小時，卻是兩個世界的距

離。 

 

這是六天的旅程，但實際的活動時間，只有四天半。在四天半的時間中，

我們跑了四個地方：京都、奈良、東京市、鎌倉，參觀了十六座寺院，其中六

座為復修工地，跟工程人員了解修築情況，又在都市計劃課之專業人員帶領下

遊覽一個「重要傳統的建造物群保存地區」—佐原，還要或早或晚，帶上資料

筆記，團團坐，就所見所聞作思考作分析，行程極為緊密。 

 

 但在極為緊密的行程中，我們也偷閒地在京都站伊勢丹轉了一圈；花了一

個小時在西芳寺附近的嵐山踏青去；又趁領隊先生安排午餐的檔兒，在三年板

上優哉悠哉地逛，逛到肚子餓得坐到食肆門外呆等；也可以參與祇園祭之熱鬧，

而且浸了一趟溫泉飽嚼極便宜味美之迴轉壽司，享受了兩頓雅緻的日本料理，

還在五十層高之酒廊欣賞東京灣夜色，把酒盡歡…… 

 

 旅程，其實很豐富、很實在、很精彩、很開心，而且也應有更多的反思…… 

 反思怎樣的復修、重建能讓建築物延年益壽，屹立於時間的長河？ 

 反思怎樣的生態環境、人文空間，可讓百年千年的建築「活」下去，讓世

人感受其中之真、美、善？ 

 反思怎樣去重構歷史空間，怎可讓廿一世紀的市民與地方以至家國的歷史

文化接軌，從而提升人文素質？ 

 

工地見聞錄 

 

感動。 

 

午後的陽光仍很燦爛。白石先生—西本願寺復修工程總工程師—從鐵門走

出來，背著陽光，成了一個剪影，看不清五官衣飾；我們隨著白石先生轉身又

穿過鐵門，走進前面一大幢石屎樓房，爬上梯楷，映入眼手可觸的竟然是瓦頂

簷篷，是屋簷—是建於 1636 年的西本願寺御影堂的屋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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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沿著簷篷走，有點以為自己是飛簷走壁的隱者；白石先生跟我們解釋

工序，殷殷切切，如同家常瑣事，然而每一個細微的工序都精確仔細— 

 

工地很整潔，沒有多大的塵埃，沒有隨地的垃圾；熱，但並不侷促。沿路

的牆上，都掛了一些相片：施工的進程、介紹復修工程之剪報、人頭湧湧之參

觀情況等，還有一系列鋪了在紅絨布上的實物展示—是歷朝瓦頂材料之演變，

隨著科技的發展、對建築物構造的安全要求，當然有不同的材料！ 

 

 
 

走著，後頭傳來鬧哄哄的人聲，轉頭看去，是一大團小學生跟著老師在參

觀；白石先生說是這個工地常有的活動。當下晃然了悟，原來那些照片，那些

實物所招待的不獨是咱們，咱們不是稀客！ 

 

這段路纔不過是簷的一圈，竟是兩個小時，在邊聽邊說邊問間，就把十七

世紀的一座建築帶到我們跟前，分享了它的身世、它的成長。 

 

從裹著御影堂的石屎樓出來，已是黃昏，遊客都走了，剩下我們在碎石路

走過的聲響，出了寺院，身後的阿彌陀堂門也隨隨關上，落日餘暉照透門上通

花雕飾，閃爍卻不耀目，很親切；然後白石先生的說話又明明白白的縈繞耳際：

是小時候看得多木構的寺院建築，不知忒地很是喜愛，唸書時就自然挑上這科

目……，不期然又想到那班鬧哄哄的的小學生—感動。  

 

這樣的感動，並沒有因日復日所見的都儘是相類近的工地而褪減，反是越

看越佩服，越了解越是由衷的佩服： 

 

所有的建築式樣都有文件、檔案佐證，建於 1632 年東京台德院靈廟總門復

修，因缺原建紀錄，故依有較多歷史資料紀錄的 1830 年式樣，甚至連所用之工

具都是文件所載；如帶領我們參觀鎌倉鶴崗八幡宮的近藤先生，亦強調這座已

於上世紀二十年代因地震而倒塌之寺院，在重建時，是盡量依據檔存之資料而

進行工程；大德寺玉林院的圖則是原建時所保留下來，而且為了解當年的施工

程序，曾將部分之建築解構方進行完全解體復修，建材方面，則運用了百年前

大修時所拆下貯存之原建築物料，以保有特色；唐招提寺運用上八成以上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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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作復修建材；而工程進程中又仔細將有關資料存檔，不是嗎？在工地上，

就看見攝影師，又打燈、又移位，大費周章地給一爿木頭—該是木構件拍照；

同志社技工所穿的傳統工作鞋，…… 

 

   
 

事實上，要說下去，大概三五頁紙也說不完呢！嚴肅的態度、仔細的工序、

講究的材料—厲害！ 

 

後來，我們翻了點資料： 

第一條：
1

日本每年約有八百萬中、小學生到奈良古城參觀，以喚起民族自豪感和進

取精神。 

第二條：
2

專門將具有一定歷史和藝術價值的技術作為文物保護對象，這也是日本文

物保護體系的一個特點。例如制瓦技術、茅草屋頂的修葺技術或修繕古建築的

木工技術等保護文物所必須的技術也被列為文物保護內容，並確保其技術人員

的培訓和材料的供給。 

 

還有，在東京之台德院總門工地裡，那位在實習的大學生也說部分的工藝

技術仍然是以師承一家的傳統傳授，以維持良好的質素；這樣的教育，這樣周

全的保護，難怪叫我們目瞪口呆！ 

 

 

何為古跡 

  

是日七月廿七日。經過整天緊密的旅程，拖著疲憊不堪的軀殼回到旅館，

滿以為可以立時沐浴更衣，或爬上睡床，或溜街閒蕩；然而，教授卻興致勃勃

召開討論會，在各同學發表意見後，教授拋下一個簡單卻沉重的問題，要咱們

好好思考，就散會絕塵去：如此重建、復修是古跡？抑或仿古而已？  

 

                                                 
1李雄飛︰《城市規劃與古建築保護》，天津，天津科學科技出版社， 1985 年。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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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景慧、阮儀三、王林(編)：《歷史文化名城：保護理論與規劃》。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1990，頁 97。 



 在沉思（睡）中的我忽然有如五雷轟頂，一道靈光在天靈蓋內閃爍，腦海

中即時重播著日光下所見的每個片段，千萬個問號從心底浮表出來： 

  

如果保護的目的是「拯救故以求其真」，重點在於「拯救」古建築，使古物

「延年益壽」而不是讓它「返老還童」，任意地篡改歷史；那麼我們所見的無疑

是上乘的保護處理；但加工再造後，是否跟原來的不一樣呢？那麼這還是原來

的古跡嗎？抑或仿古？？？ 

 

太累，一夜無話。 

 

翌日，遊金閣寺去。 

 

咱們下車走了數分鐘，這座名副其實金光耀眼的金閣寺就映在眼前，背倚

著翠綠蓊鬱之衣笠山，那些金箔份外耀眼，在陽光下映在鏡湖之倒影，也份外

金碧輝煌。我想，要是在秋高氣爽，湖面澄靜時去看，又或在瑞雪初降，飄雪

湖上時去看，那直是天上人間！ 

 

 
 

正在沉醉，教授就召開臨時會議逼迫我們繼續思考，噢，會議地點是鏡湖

畔的垃圾桶旁呢！ 

 

1950 年這座金閣寺因一場大火成了廢墟，重建以後已不是原來的一座；就

是西本願寺御影堂侯也曾遷建、也曾因地震、火災而重建；鶴崗八幡宮亦然；

既然已沒有了原本的，為何要另建一座呢？而且仍能成為日本的重要文化財，

以至名列世界文化遺產名單呢？可不可以只留殘骸？可不可以只剩山水？ 

 

 建築物是文化的載體，要建。 

 這麼漂亮的風景，沒有了這建築相輝映，可惜，要建。 

 不建，火災是一場歷史事件，要建就建模型，儲在博物館，以誌記念。 

 …… 

 

 

 4



東西國度的角度

 

 這是原本性與真實性之爭論。 

 

是的，在「世界遺產條約實施要點」的執行準則明載：文化遺產的提名應

該「在設計、建材、工藝或場景各方面通過真實性的檢測」。同時，布拉憲章（Burra 

Charter）的精神，則要以非常小心的方式處理：「要儘可參照顧一個地方並讓

它被再使用，但絕對要做最少的改變，以維持其原有文化的重要性」 

這是鑑於以前之共識是以石、磚為主要建材之歐洲建築作為基礎。而東方則有

大量之木構建築，木構建築之損耗較石磚之歐洲建築為快，然而其整體之結構、

構件之更換，都有其靈活性，方便重建、復修；故此有必要在有關之國際文件

上作出修訂，以確保此類古建築之世界文化遺產上之地位，並顯揚其普世之價

值。 

 故於 1994 年奈良會議舉辦有關真實性討論後，理解真實性之涵意可以擴大

到「相關資訊來源的可信度」（見 Nara Document on Authenticity, sec.11）；

這方面「可以包括形式與設計，建材及內涵，使用與功能，傳統與技術，地點

與場景，精神與感覺，以及其他內在與外在元素」（見 Nara Document on 

Authenticity, sec.13）。 

 

 手頭上的資料如是說。 

 

不過，正正就是這種「地點與場景」、「精神與感覺」的關係，即使眼前這

座金閣寺已非當時之金閣寺，然而在日本人心目中，其實無異；而在我們這些

遊客的眼中，當然看到其貴族式之意氣，再安下心神，投入於樹木湖水中，又

可體會禪宗式的靜謐。 

 

  
 

然後，我們明白到感受到「式年制」的隆重與嚴肅。 

 

水中花的真善美 

  

 從古建築看到的歷史，看到的文化，真如水中花—孰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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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這些古寺，我們不禁疑問，怎樣才是「真」？在歷史的長河中，建築

物的損毀、推倒、復修、重建，周遭環境之變遷發展、滄海桑田，都切切實實

地在古建築的面前展現過，那麼這個東西「真」在哪時哪刻？哪一個面貌才叫

「真」？  

 

或許我們無法在建築物中尋出歷史的「真」，復古就必須回溯到某個時期；

回溯到哪段時期，都不是歷史的全貌，只能透過古物建築反映一時一地文化的

「真」；但建築之真又並非文化之「真」，兩者該有一段藝術的距離，而這個距

離是由美感所填滿；在歲月的洗練中，讓不同時代之人透過這「真」與「美」

的揉合，展開跨越時空的對話，從而將文化承傳，構築古今的和諧，顯示人類

之「善」—傑出的普世價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一份普世的人

文關懷。 

 

那該是古建築的價值了。 

 

氛圍的意義 

 

保護古跡的意義在於將歷史留下的東西完整地保留下來，並將傳給後代，

這才是我們的責任和真正意義上的「保護」；而所謂「完整」，不單是建築物本

身，還有其環境、氛圍，更重要的是文化精神的寫照。 

  

自第一天參觀知恩院，教授就給我們提醒，要我們感受，好好去感受一下

「氣氛」。 

 

到知恩院的那天，陽光燦爛，帽、傘子都要出場，給我們這團人平添了不

少熱鬧，但再鬧也鬧不過聒耳的蟬鳴；這蟬鳴鬧得連教授的說話也給打擾了；

然而，看著面前廿四尺高的三門，厚重古樸、巍巍一座，層層疊疊的斗拱所承

托的不是簷頂，而是時間，看著看著，忽爾覺得吵耳的蟬鳴是歷史的見證。 

拾級而上，碎石小路引咱們到御影堂，或許時間尚早，人不多，除了蟬鳴，

就只有我們的廣東話，脫了鞋，爬上幾級木楷，嗅到淡淡的草蓆香，進了大殿，

敞亮明淨，我們坐到草蓆上，周遭就只剩下蟬鳴了；從大殿往庭院外望，竟然

發現蟬鳴是多麼寧靜的聲音，時間似乎也靜止…… 

 

 這樣的寧靜總是伴著我們。倚在龍安寺的枯山水前、建長寺的草坡小溪

邊、佇候有西芳寺的大門外、躺坐在在藥師寺中門梯楷上，都是寧靜。從法隆

寺的金門到五重塔，再到夢殿；走過東大寺阿形、吽形兩座金剛，穿越南大門，

漫步到大佛殿，都是寧靜，儘管那些鹿群逗得咱們大樂， 但都是靜…… 

 



然而在回憶中細味，每一座寺院所感受到的寧靜是有著微妙的差異：有時

是滲了一點古樸，有時是多了一絲安詳，有時又添了一分幽深，有時甚至有一

份愉悅；不單寺院如此，就是走在街上，也有意想不到的流麗。 

 

古都風情 

 

大概十一時罷，從八板神社出來，沿四條通走，路上不時走來穿和服的女

子，見她們在兩旁古雅的小店，款款而過，別是一番風光；暗忖在香港，要是

有個穿旗袍如《花樣年華》中蘇麗珍般的女子穿梭鬧市，當惹來連連側目！然

而他們的服飾，他們的意態與這兒的街景、人流無不相配，而更想不到，再往

前走才是真真叫人留戀的京都風貌—一彎白川，架上小橋，兩旁町屋垂柳，橋

下鷺鷥，凝氣養氣，這已是古意盎然；忽爾又走來兩個年青淡雅的和服女子，

打著傘，言笑晏晏；一愣間，以為流連江戶時代，趕忙拍照，卻只留得一雙背

影而已…… 

 

  
 

我以為這般的人文風景是京都、奈良的幸運，原來是精心的經營：有縝密

連貫的法律、完善的保護體系、有效率的管理機構、有必要之資金、有廣泛之

群眾參與、配合國民教育之支持等，
3
 長久下來，竟不著痕跡地成就了這優雅

的意蘊，讓遊人浮想連篇……，甚至在清水寺、附近之二寧板、三寧板，那些

旅遊熱點，人頭湧湧的，但其商業味也來得討好，來得有點意思。 

 

 或許就如文化評論人陳雲所說，在文物建築保護中，日本能先以非牟利式

的嚴肅恭謹去善待這些「文化財」，有了這樣的歷練，於是在營利運用上，就不

會離譜走樣，過度開發，而面目全非！
4

  

 晚上，大伙兒討論時，也翻看了手上文件夾的資料〈京都的町屋保護及其

再生〉、〈日本古蹟保存修理之發展〉；回港後，為著要交這功課，也翻了點書，

其中有這麼的一段：
5
  

                                                 
3 王景慧、阮儀三、王林(編)：《歷史文化名城：保護理論與規劃》。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1990，頁 111。 
4 陳雲：《我思故我在—香港的風俗與文化》，香港，花千樹出版社，2005，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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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景慧、阮儀三、王林(編)：《歷史文化名城：保護理論與規劃》，頁 94。  



 

日本在地方政府機構中還設立法定的常設諮詢機構—審議會，其作

用是提供技術與監督，為政府決策提供高層次的參謀，使行政與學術有

效地結合起來。以京都設立的與歷史環境保護直接相關的「京都市美觀

風致審議會」為例。它於 1970 年成立，是京都法定常設諮詢機構。審

議會委員廿人，組成成員有城市建設專家，土木建築專家，歷史家、文

學、土木大學教授，國立美術館館長，民間建築師協會會長，還有美術、

造型藝術專家，此外還有經濟界人士。京都市美觀風致審議會具有很大

的影響力，為市政府的行政執行機構提供

技術諮詢及決策參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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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這些只是鳳毛麟爪而已，已叫你

知道甚麼是「嚴肅恭謹」！於是同學在討

論中提及的甚麼環保問題，甚麼建築高度

限制問題、甚麼教育問題等等，人家早在

運籌帷幄之中—這就是文化政策！ 

 

當然，人家地廣人少是不爭的事實，

香港人就只有羨慕的份兒！不過，話得說回來，咱們就不能有自家的特色，自

家營造的港式「氛圍」嗎？ 

 

 

小江戶聯想—反思佐原與香港 

 

亞洲城市的開發，是不規則及雜亂

無章。東京的重建再重建，是一層一層

新的覆蓋在舊的之上，間中舊的未被完

全覆蓋而顯露出來，因此江戶總以某種

形式寄存在東京身上，讓我們可以在當

中仍到嗅到一絲城市歷史的氣味，留下

痕跡讓人們去發掘城市的過去，讓居民

從中去觀照自己，讓旅客去感受這個城

市脈搏的流動……佐原就是這樣的一

個小鎮。她的重生，是政府對歷史文化

遺產的尊重，亦是對一己民族尊嚴的體現。反觀自身的香港，則無法不令人扼

腕；尤其在佐原的街頭蹓躂過，又聽過今出小姐的縷述，且看了這麼的一段詩

意文字，更低迴不已：
6

                                                 
6 阿莉珊卓．馬爾斯坦：〈澳洲文化資產的保存觀點〉，載《空間雜誌》，2002 年總 138/139 期，第六章，頁 6。 



 

街景的美感，可能來自於有節奏不斷重複、層層相疊的屋

頂，可能來自如雨蓬般樹下特殊的視野，可能來自樹木形體的

輪廓，可能是花園的顏色和質感、歌唱的鳥兒或樹蔭的涼爽。 

街道也會有強烈的地方情感—被居住與被愛護的，表示對

於當地高度的人文活動、破壞與驕傲。 

街道也會因為建築形式、舊花園、大樹和粗壯的樹幹、具

時代特質的家具與歷盡風霜的表面而表現出強烈的時間深度。 

 

這是街道的美學價值，佐原給我們的印象不也是如此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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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要耗費大量的人力、物力保存

佐原於 1996 年被劃定為日本十大國家歷

史保護區之一，日本政府透過立法，並給予居

民財政上的支持。讓佐原可以恢復及保留其歷

史原貌，包括古舊的建築、商鋪和民宅，以至

舊有的生活方式和精神面貌。我們置身其中，

充分感受到要落實點、線、面的文物古蹟保護

工作，一方面要有官方的具體政策、方針作指

導；配合經濟和技術支援作後盾，另方面亦需

要居民的認同和參與，所以佐原市政府亦非常

重視居民的教育，職員會不辭勞苦勸說居民接

受將家居舊保留下來的建議。這對比於香港的

情況可有天壤之別！以灣仔舊區重建為例，政

府不但不會落力「教育」和「諮詢」民眾，反

而為了短視的經濟利益，否決了由一群街坊提

出的「民間重建方案」？為甚麼那邊廂日本政

歷史街道，而這邊廂的香港政府卻急於把本地的各個舊區拆掉重建？其實新界

的圍村、祠堂，大澳的漁村棚屋、傳統的醮會、舞火龍、搶包山等等，若加以

妥善保存、復修、發展，不是能如佐原般如她的山車祭般，既有文化意義，又

有經濟價值？ 

 

 然而，問題是我們/我們的政府能否理解保留這些舊社區、舊活動、甚至是

保留當中生活氣息的意義呢？這個意義，是築構於怎樣的基礎上？又只是在經

濟價值上？更重要的是，留了舊的不是意味著阻礙新的嗎？阻礙新不就是發展

停滯？那怎麼超越韓國？趕過新加坡？ 

 

事實上，國外許多「都市重生計劃」都融合在文化政策之內。巧妙的都市

重建，可以既將舊區現代化，改善環境和衛生和交通，也可保存和發展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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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建築特色和社區的人情世態。香港很多舊區的重建，都以地價收益和行政

方便著眼，很少考慮人文因素，包括地區建築和鄰里關係的保存。
7
這些人文因

素，都應在文化政策中優先考慮之列。這些地區建築與鄰里關係所醞釀所發酵

的社區精神、地方意識、集體記憶就是文化資產；這份對某個地點所生出之情

感就是這個地點的社會價值。於地方而言，是社會價值；於人而言，是文化資

產，兩者相輔相承，互為依存，構成我們對自我、對處所、對歷史、對現在與

未來的認知。 

 

當過台北文化部長的龍應台曾如此說：
8

 

不必說鑑往知來，對於任何東西、現象、問題、人、事件，如果不認識

它的過去，你如何理解它的現在到底代表什麼意義？不理解它的現在，

又如何判斷它的未來？ 

 

城市的公共空間是就是集體記憶的生活舞台；
9
是文化資產的基地，是將過

去、現在、未來貫連之要塞。 

 

然而，作為對過去認知的古蹟保護上，我們香港基本都是止於技術層面，

沒有觸及文化心靈，也沒有珍視社會價值；那麼，怎會在發展上，認真考量文

化的資產？要著眼的，只是恆生指數和股票市場的交投量的經濟資產而已。 

 

 而佐原所展現的是人與地的和諧。 

 

如果只觀賞佐原的街道店鋪、流水、垂柳、小橋，舢舨，佐原像極了以前

海洋公園的集古村；但在今出小姐從保存（preservation）、保護（conservation）

與振興（rehabilitation）
10
的城市規劃角度去談佐原的重生、對佐原的期盼，

我們了解到將舊社區活化的關鍵：在精神或傳統上，要將過去與現在連結，將

過去的情感與現在結合；提供社區認知的有力追溯點，將歷史回歸至已失去力

量的團體；
11
更重要的社區參與，讓專注於這些富情感的主題與歷史和居民生活

的聯繫，這方可以在既重視文化內涵又不失現實意義下發展；發展有三百年歷

史傳統的「佐原山車祭」，承襲利根川、小野川曾帶動當地的繁榮的利便，讓佐

原在江戶時代的輝煌歷史，以廿一世紀的生活脈搏跳動！ 

 

 
7 這又是陳雲先生所說的。不得不提，我們一組三人，回港後，竟不約而同都買下這本書。 

陳雲：《我思故我在—香港的風俗與文化》，頁 201。 
8 龍應台：〈在迷宮中仰望星斗〉，《百年大學演講精華》，頁 110。 
9 黃英琦：〈街頭藝人〉，見《明報》，2005 年 8 月 5 日，D7。 
10 李雄飛︰《城市規劃與古建築保護》，天津，天津科學科技出版社， 1985 年。頁 6。 
11 阿莉珊卓．馬爾斯坦：〈澳洲文化資產的保存觀點〉，頁 7。 



展望：從日本到香港 

 

無疑，京都、奈良能冠以古都之名是有其時、地、人的配合；依文化評論

學者陳雲言，這是有法統、時運、地運。
12

 

 大興土木弘揚佛法的飛鳥時代、平安時代、鎌倉時代、室町時代……，都

不是發生在這個經濟騰飛，金融發達的 20 世紀、21 世紀。這是時運。這百年

的光景，天災的蹂躪、戰亂的摧殘、然後人口暴增、經濟轉型、商業樓房需求

劇增，都對土地構成壓力—向高空發展，則間

發展，則直接影響了舊建築之生存，然而觸及

得最深的只是這個建在江戶時代的首都—東

京；要趨時務，趕與世界潮流銜接是她的職

責，那就不免要以空間時間換取商業上之成

就！於是，東京跟也曾是首都的京都、奈良有

著兩樣的意態、迥異的風貌；大概也因著這樣

的地運，所以我們在東京市看的，就只有德川

秀忠的靈廟，而就是看旅遊書，也難得介紹東

京古跡。

接影響了舊建築之景觀；向橫面

就是法統、時運及地運的配合下，如同習了如來神掌，把文化資產與經

濟資

 之，香港缺乏時運、地運也沒有法統之依存。 

港英殖民地政府雖沒有輕視中國文化，但卻沒有積極的政策作為發展古跡

                                                

13
而平城京（奈良）、平安京（京都）

都沒有與大時代步伐亦步亦趨的壓力，那就有

餘力讓舊蹟留下，更重要的是在法統上，國家

頒佈之古蹟保存法又早於經濟飆升的時代；古

跡留下了，時代進步了，不著意間這些古跡竟

成了無煙工業之資產，那當然要刻意經營下

去—文化「財」嘛！  

 

這

產，如任督二脈般給打通了！ 

 

反

 

 

文物保存之法統基礎，加上香港缺乏一些客觀的條件：地少人多，人口密度高，

又沒有腹地以供舊建築迴旋，「利」字一當頭，即不論英式唐式，都大量清拆，

傳統的漁、農、雜貨市集一一拆去，香港的的歷史感就沒有了。加上香港之殖

民地文化根深蒂固，對本土意識之認同不深，難以造就清晰的文化身份，更遑

 
12 陳雲：〈一間也不能拆？—文物保護與法統、時運、地運〉，《我思故我在—香港的風俗與文化》，頁 239-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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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其實，在靈廟旁的大本山增上寺—德川幕府歷代將軍的墓地，是頗爲出名；因緣際會，自個走了進去，那氛

圍即如京都奈良的寺院，跟街外繁榮進步背道而馳，可惜大伙卻錯過了！  



論甚麼民族性，更毋須關顧甚麼古物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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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我們如是想— 

許，我們的政府可以根據一些準則作為文化資產保存基準： 

 

第一、 以了解一個地方或地區的重要性為先決，再開始著手發展管理條件

第二、 關注的人員或團體

第三、 保存經營條件。 

 

這些基準是從書上從資料上看到的，也是咱們在旅程中感受到的，同時也

是從

，我們有點天真。 

結

這

 

或

和策略，這該是布拉憲章的精神。 

 一定要讓所有有關的、甚至是願意

（stakeholder）參與所有過程。 

 實際找出適合當地社會人文背景的

第四、 視教育為長遠而有效的保護文化遺產的方法。 

當地有關文物保存人員的對談中理解到的。 

  

 或許

 

總  

保存古蹟，尊重傳統是一個民族對文化承擔的勇氣；在城市裡保存歷史舊

蹟為

一趟短促而踏實的旅程，從個別寺院一樑一瓦的拆與修，到庭園街景所

散發

多年間，日本在歷

 

文化標記，更是慎終追遠。
14

 

這

的氣息意蘊，到小鎮重生歷程的困況與遠景；著著對大和民族添了敬意。

慎終追遠、對文化的承擔是果實，是自 1879 年《古神社、寺廟保存法》《古神

社寺廟保護法施行細法》開始灌溉的收

成。從這幾天所見所接觸的人事物、所

聞的律法、條例、行政處理，都可以感

受到這纍纍碩果。 

 事實上，這一百

史文化遺產保護方面積累了豐富的經

驗，其保護制度的發展演變是以相應法

規的頒布為契機，逐步形成了比較完善

的保護法律體系。
15
不過，法規律例在

是可以改變，這要視乎執政者之文化視

                                                 
14 陳雲：《我思故我在—香港的風俗與文化》， 頁 143。 
15 王景慧、阮儀三、王林(編)：《歷史文化名城：保護理論與規劃》，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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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都以為保留古蹟是窒礙經濟的發展；殊不知要發展一個城市，以至一

個國

失去記憶的城市終將失去競爭力。城市的記憶必須借助物質去寄存，事實

上，

去教育、去培育這份共識就是喚醒一己的文化身份，然而，這是細水長流

的事

 

果「傳統」是一個承傳過程，這個過程，就在這循環中悄悄消隱；如果

「傳

這個城市的發展這個城市的未來也隨之而賠上了。 

國詩人艾略特曾說：「傳統是不能承襲的，是靠個人努力所得到的。」
18
咱

們在

                                                

野、人文素養；有怎樣的文化環境，就有怎樣的執/施政者，也就造就了怎樣的

社會面貌。人與環境是互動的，是相輔相承的。 

 

我

家，是該以文化資產為本，經濟資產為末；經濟資產在全球化運作的今天，

是轉瞬即逝的流動產；文化資產才是一箇城市安身立命的不動產。
16
故此，要發

展一個地區，就不能忽視文化資產保存政策；文化資產保存政策，就是讓城市

保存本土文化特色；讓城市保留記憶。 

 

保護城市的歷史文化有利於一個城市在全球城市競爭中，打出城市文化品

牌，依靠自身的文化個性與特乎色獲取更多發展的機會，從而使城市獲得全方

位的綜合發展。
17
對，從觀念上認識到保護城市文化遺產的重要性、迫切性，讓

保護城市文化遺產人人有責的觀念深入人心，應成為全民的共識，這樣的城市

才可以持續發展。 

 

工；而城市的步伐往往只向經濟發展—現鈔、股價、樓市、作百米短跑式

的狂奔；當保存古蹟的步伐墮落於城市向經濟奔馳的步子，整個城市的未來即

墮於一個惡性循環：文化遺產越是拖倒，城市失憶得越快，我們越難尋到文化

身份的憑藉，於是更無知地、更毫不珍惜地以經濟發展為由，把文化傳統的載

體蹂躪，直至「傳統」消失殆盡；更甚者，失去文化身份的醒覺，更無從把當

下的精神薪傳為下一代的傳統，我們、我們的下一代就成了忘本的一群，失根

的一群。沒有根，沒有本，當不會明白腳下那片土地的意義；更不會發芽茁長，。 

 

如

統」也可以是時代的產物，藉此反映時代面貌；此面貌也將在這循環中漸

趨血肉模糊…… 

 

而

 

美

京都、奈良、東京、鎌倉、佐原所見，不單是個人的努力，是國家、是民

族的努力。 

 

 
16 陳雲：《我思故我在—香港的風俗與文化》，頁 140。 
17 阮儀三：〈城市記憶不能丟，馬桶要扔掉〉，2005 年 8 月 5 日擷取自

http://www.njghj.gov.cn/col9/article.htm1?id=798， 
18 許焯權：《空間的文化 – 建築評論文集》。香港：青文書屋， 1999 年，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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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從奈良乘夜車到東京。上了車一刻，燈，就關了。躺臥下來卻睡不

穩，

雜…

港，妳何去何從？ 

那

怔怔的往窗外看；街燈、商店、樓房、樹木、田畝都往後退，很多貨櫃車

擦身而過；車子越往前走，窗外的光影越黯淡。夜深沉。時間也似乎慢了下來。 

香港從沒有停下的一刻，此時霓虹燈下的街頭，仍然車水馬龍，喧囂繁

… 

 

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