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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在2009 - 10年《施政報告》表示：「將中環街市剔出勾地表，交由市區重建局全面保育和活化，既可改善中

區的空氣質素，又可在鬧市中創造一個難得的休閒點。活化後的中環街市將會成為上班人士在日間的『城市綠洲』，

以及市民和遊客在晚上和周末的新休閒去處。」

當時的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亦指出：「活化計劃並非一個由保育主導的項目，我們希望透過中環街市的活化，為

該區市民提供一個舒適的休閒輕鬆好去處，並改善中環區的通風。」

時任發展局局長的林鄭月娥出席鋼筋混凝土建築活化再用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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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論：文物保育之理論基礎與實踐─城中綠洲之啟發

前言

文物(heritage)不但反映社會過往民生、社會和政治經濟發展的足跡，同時亦能影響人們的身份認同和自我肯定，

塑造我們的未來。文物保育因此在城市發展過程當中，應受重視和尊重。

保育中環街市不單要保育一座建築物，同時更應保育一段具時代價值的市區空間，以及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1. 卡爾維諾 (Italo Calvino) (1993)：《看不到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王志弘譯，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 (Italo Calvino) 指出，每一個城市從文物衍生出的

符號與記憶，是相輔相成，不可或缺的。1 每一座建築物和歷史城區均

呈現了那個地方的氣候、地理、民生、經濟、科技和政治特點，以及該

地方的道德價值、宗教、哲學及美學等思想。從這些時代的符號中可看

到社會最立體和最具質感的一面，可說是地方歷史的完美印記，鞏固了

我們對城市發展的記憶。無論是單幢建築或整個歷史街區，其獨特符號

印記，會加深我們對所屬地方的認識。保存香港城市的符號與記憶，有

助我們了解和延續土生土長地方的歷史文化，建立我們的身份認同和自

身價值。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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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街市

3

2009年11月，當我參觀世界文化遺產福建土樓時，接到發展局林鄭月娥局長（現任政務司司長）來電，邀請我

出任「城中綠洲」社區諮詢委員會主席。「城中綠洲」社區諮詢委員會由市區重建局統籌，委員會成員包括中西

區區議會議員、歷史學者、文物及環境保育工作者，市區重建局代表及不同領域的專家。委員會的任務是負責評

估中環街市的文物價值，制定保育計劃和執行策略及指引，並就活化中環街市的公眾參與方案，歷史建築的活化

方案及其營運及管理模式作出建議。委員會的具體工作包括：

• 公眾參與事宜

• 街市大樓的用途及主要活化工程

• 租戶及營運者的組合

• 主要管理及營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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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落成的中環街市為當時前衛的鋼筋混凝土建築。這個集乾濕貨一身的街市營運至2003年。街市大樓二樓的

商舖及公共空間與鄰近商廈及半山扶手電梯以行人天橋連接。政府曾計劃將中環街市清拆並納入勾地表。

2007年，政府重組行政架構，新設發展局，並將由民政事務局負責的文物保育工作納入發展局內，顯示政府在文

物保育工作上開始以統整性思維運作，把當中所涉及的城市規劃、土地用途、建築條例等，加以統籌管理，以提

升土地發展和文物保育的協同效應。

中環街市的保育活化決定，對政府來說，是史無前例的大膽舉措。在密集而擁擠的中環商務心臟地帶，為了保留

三層的歷史建築，可令市民享有喘息的公共空間，但政府卻會因此失去數十億元的土地買賣收入。有鑑於此， 

「城中綠洲」社區諮詢委員會各成員均認同工作使命必須以公眾利益及意見為首要依歸，避免中環街市在保育活

化之後，成為另一所名店林立的高級消費場所。委員會認為中環街市應是一個屬於香港普羅大眾的地方，荷載地

方符號印記的古蹟，並能讓香港市民有美好回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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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著名城市社會學家希頓 (Delores Hayden) 曾經指出：「個人的身份與記憶密不可分，當中包括個人記憶和社

會集體回憶。城市景觀能荷載著社會記憶，是因為自然景物如山丘或港口，以及街道，建築和地標，往往會跨越

幾個世代，見証大眾人民的生活。然而多年來的『市區重建』和『再發展』，強暴地改造城市景觀，更將重要的

社會集體記憶抹走。不過，即使在完全被推平的地方，重建仍可恢復該地的公共意義，但過程往往充滿衝突、痛

苦和絕望。這些重建地方鄰近的居民，更完全享受不到市區重建所帶來的成果。為提升公共地方的社會意義，城

市宜投放適度的資源，關注市民關心的文物古蹟，並要制定政策，對地方的重要性作出文化和政治的考慮」。2

「城中綠洲」社區諮詢委員會故此聚焦保育策劃及設計，並制定相關的原則、策略及執行指引，期望孕育出一處

具備歷史價值，能結合地方符號及社會記憶的地方，讓中環街市能保存香港市民的集體回憶。　

2. Hayden, D. (1997). The Power of Place. Cambridge: MIT Press, p.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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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原則

香港政府在過去十年在文物及環境保育規劃工作上，經常引發社會爭拗，這些事件包括天星碼頭、皇后碼頭、喜

帖街、菜園村等。雖然政府強調已完成諮詢工作，但市民卻對諮詢過程，抱持另一種意見。本地學者如鄧永成、

李慧瑩、伍美琴曾分析此現象，指出「在土地發展或市區重建規劃過程中，因土地供應有限，各利益社群經常呈

現矛盾，就政策制定持不同意見和提出反對聲音，並尋求與政府談判。然而，傳統的公眾參與已不能有效地發揮

作用，當群眾力量增加，將擴大政府與民間代表的分歧，為確保政策得以推展，香港政府需要更廣泛地讓市民有

機會參與，透過不同層次的諮詢，制定出市民大眾可接受的方案」。3

2005年和2006年的天星碼頭及皇后碼頭的民間保育行動，演變成市民與政府衝突。我認為這些行動根本不足為

奇，因為社會價值觀不斷演變，市民不再接受傳統由上而下的規劃思維，和依靠政府單方面作出的決策。早於

1990年代的英國，已出現由基層發起的文物保育運動，正如英國文物保育專家愛爾 (John Earl) 指出：「街頭群眾

已開始對專家們表示不滿，反對他們秉持的所謂專家意見，指文物建築無特別價值而進行破壞」。4  

1980代費茲 (James Fitch) 在其著作《歷史保育》(Historic Preservation) 中指出：「傳統歷史保育強調『精英

化』的觀點已逐漸被否定，民眾開始意識到習慣與文化價值的意義，從而提升關注保育，並期望在政策制定過程

中，從被動轉變為有更廣泛的參與。民眾參與不應視為干預行政，相反，參與過程有助改善市民對社會事務尤其

是城市發展的疏離感，同時提升自身價值及認同感。」5 

3. Tang, W. S., J. W. Y. Lee, M. K. Ng. (2011).“Public Engagement as a Tool of 
Hegemony: The Case of Designing the New Central Harbourfront in Hong Kong”. 
Critical Sociology. SAGE (www://sagepublications.com), Jan. 16, p.15

6 4. Earl, J. (2003). Building Conservation Philosophy, 3rd ed. UK: Donhead, p.31
5. 同上, 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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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2011至12年間就中環「政府山」政府合署西座出現的社會爭議，特別是民眾對政府和古物諮詢委員會的意

見的反響，引證了愛爾和費茲的觀點。香港市民發起的保育運動已漸見成熟。 

「城中綠洲」社區諮詢委員會在工作初期，已意識到時代變遷和新社會價值的出現，明白市民對文物保育及社會

發展已建立肯定及進取態度。委員會認為其首要任務是必須積極聆聽市民的聲音，擴闊社會各階層參與中環街市

活化計劃。為使市民更易明白及促進公眾參與，委員會把專業及技術性用語，轉化為普及和容易理解的詞彙。此

外，委員會亦制定兩套討論及執行框架：一項涉及保育課題；另一項則集中討論營運及管理，並就每項框架訂定

出指標，以便監督進度。委員會更在不同時段、不同地區及不同環境，邀請不同人士就兩項框架進行討論，務求

中環街市的保育活化計劃可制定出可行、有效、合適並符合民眾意願的方案。

公眾參與的規劃過程必須與時並進。具體的參與模式焦點無論在於促進策劃、聯繫基層、社區動員、市民充權或

掌握社會脈搏，能越早邀請社會各界人士貢獻意見，集合及整理公眾對社區發展的願景，越能有效創造出具體而

符合整體利益的保育活化計劃方案。
意見 / 設計 / 規劃

知識 / 技術分享

公眾 市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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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參與的理論基礎：俄立崗實驗(The Oregon Experiment)

1970年代當我在俄立崗大學修讀建築學時，有幸參與大學的校園規劃方案，大學前衛地採取「用者參與」(user 

participation)模式，邀請不同使用者及社區人士共同參與，為規劃方案提出意見，此策劃過程稱為「俄立崗實

驗」 (The Oregon Experiment )，並出版成書，影響深遠。

柏克萊大學 (UC Berkeley) 建築學教授亞歷山大 (Christopher Alexander) 是俄立崗大學校園的總規劃師，他建立

的《永恆建築之道》(The Timeless Way of Building) 及《建築語言模式》( The Pattern Language) 理論，提出創

新的規劃過程，引入使用者的互動參與，共同制定策劃，這是「俄立崗實驗」的主要特點。亞歷山大指出：「無

論建築師和規劃師如何規劃，如何小心設計的，他們不能只按自己觀點來創造環境，只有熟悉社區的人士，才了

解到甚麼環境對他們是最好的，只有讓每個人有機會參與表達，才可建構他們所期望的環境。」6 

6. Alexander, C. (1975). The Oregon Experiment.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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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立崗州的雨津小城 (Eugene, Oregon) 人口只有十萬，遠少於香港，

因此「俄立崗實驗」的所有原則並非全適用於本港高密度環境。然

而，當我首次在2006年的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中引入此理論時，讓我

得到啟發。觀塘裕民坊重建計劃在前期規劃階段，成功動員不同階層

的社區人士參與，不但通過訪談和調查搜集市民意見，更邀請過百名

市民參加設計方案工作坊，運用實時圖像設計軟件(real time computer 

software)，即時顯示市民的構思方案。工作坊結束後，參與者表現興

奮和高興，感到他們的意見被尊重和得到認同，對重建規劃建立擁有

感，亦自覺是整項計劃的持份者(圖1.1)。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系陳麗雲教授早十年前提出：「當基層市民通過集

體行動制定出處理生活環境污染的問題及建立解決方案，而所參與的

經驗實在是一個學習的歷程。」7

這次公眾參與規劃觀塘市中心重建的過程和經驗，可說是陳教授理論

的註腳。

7. Chan, C. & P. Hills, ed. (1993).“Grassroots Mobiliz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Tactics and Dilemmas”, Limited Gains: Grassroots Mobiliz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in Hong Kong. HK: HKU The Centre of Urban Planning and Environment Management. pp. 15-28

圖1.1　公眾參與觀塘市中心重建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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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及實施步驟

根據法例，市區重建局保育活化中環街市計劃必須經城市規劃委員會(Town Planning Board)審批。城規會會要

求市區重建局提交完整的計劃建議書，計劃須符合相關要求，例如高度限制、規劃及建築物條例等。雖然中環街

市大樓只屬第三級歷史建築物，保育標準較低，市區重建局作為公營機構希望最大程度顧及公眾利益。委員會因

此一致認為須向古物古蹟辦事處提供相關文件，以為日後香港的文物保育項目建立良好典範。為提升計劃的認受

性，「城中綠洲」社區諮詢委員會制定主動的公眾參與策略，廣泛與社會各界不同種族、性別、背景及年齡的人

士共同參與計劃，當中包括建築師、規劃師、藝術工作者、地區領袖和人仕、工商業和服務業從業員、遊客、青

年機構及街坊，務求令中環街市的設計及營運構想，獲得大眾支持，為持份者所認同。

保育鋼筋混凝土建築與磚石建築是截然不同的。1939年建成的中環街市是鋼筋混凝土建築，是按1915年倫敦的結

構及消防安全標準而建，相對今日屋宇署所定的標準相距甚遠。要令1939年建成的中環街市能符合現行標準有一

定難度，必須重新研究如何達標。然而中環街市整套結構藍圖及數

據已失傳，市建局因此要聘請工程顧問重新勘察。此外，為搜集公

眾意見，委員會通過市建局委託的市場研究顧問公司進行大規模的

問卷調查，得到萬多名市民的意見，並多次邀請公眾人士出席由下

以上的地區諮詢會。為確保計劃具高透明度，所有決策及最新資訊

均上載於「城中綠洲」網頁內。(http://www.centraloasis.org.hk)

「城中綠洲」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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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委託進行的研究包括：

• 就中環街市未來用途的公眾問卷調查

• 按現時建築物的安全守則，評估歷史建築物結構的堪察

中環街市大樓定義建築特徵元素研究委員會舉辦的諮詢及活動包括：

• 鋼筋混凝土建築物國際保育會議

• 公眾參與的藍圖設計及意見交流座談會

• 基於研究成果和初段公眾參與意見進行的建築設計比賽

• 建築設計立體模型路演和第二輪民意調查

• 就中環街市的新設備的管理及營運進行公眾諮詢

委員會的參與包括：

• 出席有關活動

• 提議保育規劃

• 為新系統制定操作及管理指引

• 與參賽建築師進行討論會議

• 與結構工程師及機電工程師進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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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言

在過去兩年，「城中綠洲」社區諮詢委員會就中環街市進行諮詢、協調並動員社區參與，從而達至今天獲公眾支

持「城中綠洲」設計和營運方案的成效。

委員會任期在2012年12月屆滿，完成歷史任務。市建局已跟進委員會的意見落實執行。活化計劃已進入具體設計

的階段，如樓層加建和內部加裝的可行性研究等。新一輪的公眾參與活動亦將配合展開，就最終設計方案及工作

進程，聽取市民意見，從而完成整項公眾諮詢程序，並向城規會提交中環街市保育活化計劃申請審批。

「城中綠洲」不單是一項歷史建築保育活化項目，由於建築物位於中環商務區的心臟地帶，保育活化中環街市必

須以整個城區作考慮，配合香港獨特的歷史環境，鄰近具價值的歷史建築，創造出在密集區域的喘息空間。建立

一個由中環街市開展，與毗鄰歷史悠久的嘉咸街露天市集、古董街、永利街、孫中山文物徑、百子里、嘉咸街及

士丹頓街、舊已婚警察宿舍活化成的創意藝術區融為一體，新舊兼融，呈現香港歷史、文化、創意及民生情懷的

文化區。中區行人扶手梯會將中環街市與整個區域串連起來，特別是舊中央警署古建築群。未來中環街市的成功

之處，在於要能為市民及訪客建立在區域規劃和精神上的「綠洲」形象和功能，為港人帶來歷史城區的回憶。

總結我多年來從事香港文物保育工作的經驗，容我提出一些讓大家思考的問題：「當一個具歷史意義的城市象徵

被拆除後，我們的社會記憶還可維持多久？當社會經歷急速變化，而社會價值觀亦隨之轉變的時候，我們如何維

持一個持續性的交流對話去探討甚麼需要保育、和如何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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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是一個生生不息的過程而不是最終成品，《城中綠洲計劃的公眾參

與》的出版，記錄了「城中綠洲」社區諮詢委員會如何將公共歷史建築

轉化成為屬於市民參與和擁有的歷史建築，呈現香港市民身份認同的地

方 ， 並 促 使 共 同 延 續 保 育 過 程 典 範 的 過 程 。 這 個 過 程 基 於 紮 實 的 學 術

原則和研究，通過實踐，結合市民大眾的努力，得出成果。本書記載了 

「城中綠洲」保育活化計劃的整個過程，總結經驗，結集成文，希望有助各界

參考，建立香港保育活化工作公眾參與的可行模式。

龍炳頤, SBS, FHKIA, RIBA, Hon HKIP, JP
香港大學建築學院院長

建築學教授
羅旭龢夫人基金教授(建築環境)

二零一三年三月十六日



14

參考資料
 
Alexander, C. (1975). The Oregon Experiment.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lexander, C. (1977). The Pattern Language.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lexander, C. (1979). The Timeless Way of Building.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n, C. & P. Hills, ed. (1993).“Grassroots Mobiliz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Tactics and Dilemmas”, Limited Gains: Grassroots Mobiliz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in 
Hong Kong. HK: HKU The Centre of Urban Planning and Environment Management. pp. 15-28.

Earl, J. (2003). Building Conservation Philosophy, 3rd ed. UK: Donhead.

Goodman, R. (1972). After the Planners. Australia: Penguin Books.

Law, C.K. & D. Lung. (2007). Case Study Report—The Consultative Process of the Urban Renewal Authority Project in Kwun Tong. Commissioned by HK Government: 
Central Policy Unit.

Hayden, D. (1997). The Power of Place. Cambridge: MIT Press.

Lung, D. “Built Heritage in Transition: a Critique on Hong Kong’s Conservation Movement and the Antiquities and Monuments Ordinance”, Hong Kong Law Journal, 
Spring edition, vol 42. pp. 121-141 Part I [ISSN 0378 0600].

Oakley, P. (1995). Community Empowerment. London: Zed Books.

Tang, W. S., J. W. Y. Lee, M. K. Ng. (2011).“Public Engagement as a Tool of Hegemony: The Case of Designing the New Central Harbourfront in Hong Kong”. Critical 
Sociology. SAGE (www://sagepublications.com), Jan. 16.

Urban Renewal Authority. (2010). Central Oasis web site: http://www.centraloasis.org.hk/eng/home.aspx. Accessed 3 January, 2013

卡爾維諾 (Italo Calvino) (1993)：《看不到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王志弘譯，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龍炳頤 (2010)：〈城市符號與記憶〉，《新香港地理》，香港天地圖書。



1515



16

成立城中綠洲社區諮詢委員會 — 啟動項目的公眾參與過程

公眾參與是一個互動的過程，由政府、公共機構或相關的組織，通過策略性的過程和機制，與公眾及持份者建立

夥伴關係，共同尋找和制定有助政策或項目發展的共同願景。 

市區重建局認為在今時今日的香港，在對重大的市區更新項目作出決策之前，應該通過適當的公眾參與，在決策

的過程中，建立平台，通過充份的資料掌握，發動市民參與，並通過深入的研究和討論，提出方案及選項，讓公

眾在充份掌握情况下，與市建局共同擘劃城中綠洲項目的願景和方案。 

市區重建局接到這個任務之後，經過多番內部討論，決定有必要通過一個有廣泛公眾參與的過程，去訂定活化中

環街市大樓的功能和設計方案。

16

技術指標

互動式公眾參與

意見 / 設計 / 規劃

知識 / 技術分享

公眾 市建局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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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街市大樓的公眾參與策略，起步點是先成立一個由獨立和具公信力的社區和專業人仕組成的諮詢委員會，邀

請專家、學者、地區人士參與。由諮詢委員會而非市建局督導中環街市大樓的公眾參與原則策略、過程和目標。

城中綠洲社區諮詢委員會成員名單
主席
龍炳頤教授, SBS, JP 香港大學建築學院代院長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遺產資源管理首席教授
成員
陳捷貴先生, JP 中西區區議會副主席
陳學鋒先生 中西區區議會食物環境衞生及工務委員會主席
李志恆先生 中西區區議會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主席
鄭麗琼女士 中西區區議會文化康樂及社會事務委員會主席
梁以華先生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文化遺產管理深造文憑課程主任
姚寶隆先生 專業園境師
丁新豹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
何慶年先生 恆生銀行副總經理及科技及營運總監
周明祖先生 香港置地集團公司執行董事
陳裕光先生 大家樂集團有限公司主席

(任期：2009年12月至2011年11月）
莫何敏儀女士 勵志協進會名譽顧問
陳淑莊議員 立法會議員

中西區區議員
市區重建局非執行董事

簡兆麟先生 市區重建局非執行董事
蘇翠影女士 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馬昭智先生 「城中綠洲」社區諮詢委員會秘書

註：委員職銜以委任時為準

委員於2009年12月11日到中環街市大樓實地
觀察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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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街市大樓活化會以城中綠洲作為公眾參與期間的主題。由於

中環街市大樓已有80年歷史，並在2003年停止運作，建築物原有

的結構未必符合現時的建築規例，要活化及重新使用，必需作出

相關的改建。期間，工程帶來的面貌改變與其原有建築代表特色

的保育亦需取得平衡。因此，委員會認為項目需要有系統地依據

多份國際憲章建議的「良好守則」，並以此為城中綠洲的公眾參

與必需考慮四大原則，從中平衡(圖2.1)：

活化舊建築物的良好守則

圖2.1　城中綠洲公眾參與四大原則

(一) 滿足公眾/其他持份者的期望；

(二) 切合建築物實際的結構狀況；

(三) 保育重要的定義特徵元素；及

(四) 在符合現行法規要求下進行修建，以達致以上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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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世界性保育文獻

諮詢委員會認為街市大樓多年作為中區人們聚集/交往地方的重要性沒有改

變，加上建築物享有地利之便，連繫中區新舊發展區，與區內其他「保育中

環」項目應要產生協同效應。根據中文大學文化遺產研究中心的研究資料，街

市大樓的建築特色在於其功能主導的設計，例如：開放式設計以及沒有柱的外

牆，因此，活化方針可依從「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方向，宏觀地從城市設計出

發，可改善區內空氣流通；微觀地從活化後的用途來說，整個公眾參與過程最

重要是要尊重市民和經常出入中環市民的意願進行活化，初步活化概念不應對

未來任何用途提出任何方案，而要進行廣泛的公眾參與才訂定其用途。

街市大樓雖然並非純保育項目，但由於大樓迄今已有七、八十多年歷史，和民

生息息相關，委員會在考慮如何活化這幢舊建築時，應先參考《威尼斯憲章》

及《巴拉憲章》等世界性的保育文獻，了解這些文獻提出的一些原則性指引，

例如如何達至新舊交融等，利用街市大樓為中環帶來區內缺乏的綠化空間，增

添高質素的消閒好去處。

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何培斌教授
講述街市大樓的建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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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討論了以下文獻，包括：

(一)  1964年的《威尼斯憲章》(The Venice Charter)：這是第一份

關於維護舊建築方面的世界性文獻，除了保護外觀及硬件，亦

提及保護古建築要適合社會利益。不過，這份文獻的研究範圍

主要是歐洲地區的政治和宗教古建築，特別是意大利和法國的

建築，重點側重於如何保護教堂和皇宮這類宗教和政治古蹟。

2020

1981巴拉憲章

2001中國文物古蹟
保護準則

(二)  1981年澳洲的《巴拉憲章》(The Burra Charter)：憲章側重舊

建築與人文價值及社會的聯繫和用途，並提出一些具前瞻性的

指引。隨後1987年的《華盛頓憲章》更進一步提出由點到面的

整體環境(城鎮層面)保育活化原則。 

(三) 2001年，國家文物局亦以上述文獻為基礎編制了《中國文物

古蹟保護準則》(The China Principles)。另外，2001年的 

《澳門宣言》(Macau Declaration)提出針對亞洲現代建築保存

的概念，並提及這些現代建築與近百年中西交流和文化發展的

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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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委員於2010年5月31日
的發佈會與記者講述活
化過程及公眾參與的最
新發展

圖2.2
時任發展局局長林鄭月
娥女士和市建局主席張
震遠先生於2010年2月6
日出席「城中綠洲」網
上民意調查啟動儀式

圖2.3
市民參與首輪公眾民意
調查

在首次諮詢委員會會議後，市建局即因應委員

會訂下的指導原則，進行以下工作：

• 了解公眾期望活化後的用途：進行廣泛的公

眾參與活動及民意調查，了解市民的期望 

(圖2.2, 2.3, 2.4)；

• 了解建築物實際結構狀況：由於大樓結構圖

(record structure plan)早在戰時散失，所以

市建局特委託工程顧問詳細勘察大樓的結構

(參考第4章)；

• 了解應保育建築定義特徵元素：委托中文

大學建築文化遺產研究中心進行詳細的建

築定義特徵元素的研究，以制定保育方面

的工作(參考第4章)，並籌組國際性活化鋼

筋混凝土建築物研討會，增加本地保育活

化工作者和市民對保育鋼筋混凝土建築物

的認識，並到鄰近城市實地考察，借鑑活

化工作的經驗(參考第6章)。

以上工作為期兩年，目標是在專項研究和公眾

參與取得結果後，制定為一個實際並符合現行

條例的活化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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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城中綠洲社區諮詢委員會的討論精萃

龍炳頤教授：自獲委任後我已收到不少對「城中綠洲」活化計劃的意見，公眾參與是委員會工作的重中之重。至

於如何活化和利用街市大樓，有必要參考一些國際性的原則和標準。

陳淑莊議員：中環街市大樓位於中區新填海商業化區與舊區的交界，其地理位置十分有趣，發揮了重要的聯繫作

用。中環一帶的日間及夜間使用者南轅北轍，期望把頂目打造成一個全天候且多元化的好去處。

陳捷貴先生：我欣然看見中環街市項目的落實，而且是發展局局長提及的「保育中環」八個項目之一，中西區區

議會已將之納為地區事務的重心。至於未來用途方面，委員會應率先廣納公眾的意見，從而了解未

來使用者的意願以順利推行項目。中西區區議會樂意協助和聯同委員會推動項目的公眾諮詢工作。

鄭麗琼女士：中環不但有日間與夜間活動之分，實為衣食住行包羅萬有，期望中環街市活化後不局限於一個地區

性的好去處；亦不願項目變成與蘭桂芳、蘇豪區或大型商場的模樣/模式。

李志恆先生：中環街市項目的層面是全港性的，除了本區居民外，一些非地區居民尤其是中環上班一族的意見亦

不能忽視，日後的公眾諮詢涉及的層面應更為廣泛且深入。

姚寶隆先生：長遠來說，委員會可考慮舉辦設計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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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街市大樓的前世今生

中環街市一直以來肩負服務市民的使命。多年來，中環街市現址隨著社會轉變而改變型態及用途，分別於1850年

代、1890年代及1930年代經歷多次拆卸及重建。現時的中環街市大樓已經是歷史上第四代改建後的模樣。

第一代中環街市附近的市集活動：街市的雛型(1841-1842)

英軍在1841年佔領港島後，大量英國商人及西方傳教士來到香港。當時殖民地政府需要在港興建各種設施，因此

大量華人工匠來港謀生；大批華人糧食商販亦隨之湧入，並開始聚集於中環街市現址附近，於皇后大道及砵典乍

街的位置，形成「市集」(The Bazaar)；而華人傢俱商販店舖則聚集於廣州市場(Canton Bazaar)。不少人誤以為

中環街市的前身便是廣州市場，但根據開埠初期的地圖，廣州市場應位於美利兵房以東，即今日的金鐘一帶。

香港島的華人人口在1841-1842年間由5,650人急增至12,361人。除了上述「市集」和廣州市場，當時主要的市場

還包括：在鴨巴甸街以西，荷李活道以東，位處現時九如坊和歌賦街附近的上市場(Upper Bazaar)(又稱為上環街

市)；以及位處文咸街及蘇杭街附近的下市場(Lower Bazaar)。後來，政府收回上市場的地皮，並將之劃為洋人商

業區。原居於上市場的華人因而遷往太平山街一帶。

1842年6月10日1，Central Market正式於中環街市現址南面的地方開設，由當時一位華人阿歡(Afoon)承包經

營；Central Market相信是開埠後首個較具規模的市場，亦是中環街市的雛形。

1. Ernest John Eitel, 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ng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 1895, see edition in Taipei, Cheng-wen Pub. Co., 19682424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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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地圖顯示上市場，下市場及中環街市位置(地圖 / 航空攝影版權屬香港特區政府，經地政總署准許複印，版權特許編號2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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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中環街市(1850年代)

1850年代，大量華人因太平天國事件而移居本港。由於本港人口持續急增，大眾對市

場的需求亦因而上升。從1850年的地圖，我們可見中環街市現址已經清楚冠上中環街

市(Central Market)的名字；而從1850-60年代的地圖，我們相信中環街市已出現若

干建築群。於1887年的地圖上，貫穿中環街市的街道為Western Bazaar, Eastern 

Avenue, Central Avenue 及 Western Avenue。這批建築群很可能是按1858年頒

布的Markets’Ordinance建立的市場。該條例規範市場的管理及營運等事宜。雖然

沒有清楚的照片，但從1870-80年代的中環照片，估計當時的中環街市建築群約1至

4層高。

26

第二代中環街市位置(地圖 / 航空攝影版權屬香港特區政府，經地政
總署准許複印，版權特許編號2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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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1889年中環海濱，方框可能為中環街市位置。  
(照片由何佩然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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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中環街市 (1895)

1887年，為紀念維多利亞女皇登基50周年，當時殖民

地政府特意在中環街市兩旁開闢域多利皇后街及租庇

利街兩條新路；加上皇后大道及當時的海旁，形成了

後來中環街市的地盤場址(圖3.3)；1889年，第三代的

中環街市亦隨之改建。

中上環的人口在1850至1870年代期間續增，1870年以

後，日漸富庶的華人商家陸續買入區內的西式建築，洋

人則遷往半山區及山頂。港府在1889年動工重建中環

街市，該大樓於1895年落成(圖3.4)。新大樓以紅磚建

造，附有花崗石裝飾。大樓由北座及南座兩幢兩層高的

大樓組成，主要入口設於皇后大道及海旁，域多利皇后

街及租庇利街兩側亦設有入口。

圖3.3　1887年中環街市位置(地圖 / 航空攝影版權屬香港特區政
府，經地政總署准許複印，版權特許編號21/2013)

圖3.4　1928年位於德輔道中的中環街市(香港歷史博物館藏
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准予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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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中環街市檔位的分佈:
樓層 南座 北座
地面 設有46個售賣魚及蔬菜的批發檔位；大部分檔位皆是15呎

6吋乘12呎，而其中兩個魚檔是23呎9吋乘12呎；魚檔設有
魚缸。

設有共有150個6呎乘6呎售賣魚類、蔬菜及豬肉的檔位，其
中50個魚檔設有魚缸；而蔬菜檔設有層架，豬肉檔設有掛
起豬肉的鐵勾。

二樓 設有46個19呎乘12呎的的檔位，其中20個生果檔位及26個
售賣牛肉及羊肉的檔位。

設有46個19呎乘12呎售賣家禽的檔位。

檔位主要以木建造。為方便清潔，所有檔位均離地3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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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輔出任港督期間(1887-91)，新的海旁工程終於得以展開，並於1903年完成，徹底改變了中區海濱的面貌 

(圖3.5)。海旁出現不少新的建築物，包括：郵政局及消防局。另外，港島電車在1904年正式投入服務 (圖3.6)，中

環段的路軌設於德輔道。

圖3.5　1889年第三代中環街市(地圖 / 航空攝影版權屬香港特區政府，經地政總署准許複印，版權特許編號21/2013)及中環填海帶位置(香港歷史博物館藏品，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准予複製)

德輔道中 干諾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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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　約1908年的電車路，電車左則是中環街市 
(照片由鄭寶鴻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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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代中環街市 (1939)

1937年，中環街市再次重建。新街市的建造費用為90萬元，於

1939年5月1日落成重開(圖3.7)。新建成的鋼筋混凝土大樓共有 

4層，最低3層為市集，可容納超過200個檔戶，並且有不少新式設

施，被視為是當時香港最先進的街市。

圖3.7　1939年落成的中環街市

32

街市檔位的分布：
地面 57個魚檔及46個家禽檔位

1樓 62個豬肉檔及40個牛肉檔
2樓 50個蔬菜及生果檔
頂樓 當 年 的 衛 生 署 ( S a n i t a r y 

Department)職員辦公室及宿舍；及
中環街市及上環街市的督察及其他
職員的辦公室及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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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中環街市地處斜坡之上，因此皇后大道中的入

口是街市的1樓而非地面樓層。天台一層早期的用途

是辦事處和職員的宿舍(圖3.8)。街市在日治時代亦

曾易名為「中央市場」。

在1950至1970年代，天台加建為衛生督察而設的宿

舍、廚房及洗手間等。

1967年，當時的港督戴麟趾在到訪中環街市時表

示，中環街市是全東南亞最大的肉類市場。由於中

環街市具地理優勢，而且品種齊備，因此遠至跑馬

地和半山區的居民都前來光顧，客源包括社會各個

階層的人士，無論大戶人家、傭僕女工以至當地居

民，無一例外。

1990年代，大樓面向德輔道中的部分因應半山行人

扶手電梯的興建而被大幅度改動。大樓面向恆生銀

行大廈的立面亦被移除並改造，以提供連接半山電

梯的通道(圖3.9)。2樓有一半的攤檔被拆除，闢作中

環購物廊，成為半山行人電梯的一部分(圖3.10)。

圖3.9　1991年中環街面向德輔道中的 
部份拆卸(照片由鄭寶鴻先生提供)  

圖3.8　1949年天台尚未加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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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0　古物古蹟委員會的中環街市內部示意圖

1950年代在天台作出加建

1970年代在天台作出加建

拆除改建靠近德輔道中的立面
(1989-1990年)
加建扶手電梯(G/F-2/F)及天窗
重建升降機(GF/ -2 /F)，樓梯
(G/F-2/F)及公共洗手間(G/F)

改善及清拆部份檔位：
加建商舖
提供公共通道連接半山扶手電梯

加建至天台之鋼造樓梯(2/F-R/F)
及機電系統(R/F)

獨立結構

有關記錄出自古物諮詢委員會小
組文件(編號AAB(HB)/2/90)

UR/F

R/F

2/F

1/F

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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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街市一帶經過20世紀末的多項填海工程及重建計劃，現已成為高樓大廈林立的商業金融區(圖3.11)。隨著住

宅區進一步向半山遷移，中環街市的使用率持續下降，最終在2003年關閉，現時中環街市的最主要用途，是作為

從海旁到半山自動扶梯的連接通道。

圖3.11　2009年的中環街市 (地圖 / 航空攝影版權屬香港特區政府，經地政總署准許複印，版權特許編號2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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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曾一度有意拆卸中環街市，改作私人發展的高層商廈，把該幅地皮列入勾地表。街市地皮當時的規劃用途為 

「其他指定用途」（巴士站、休憩用地及商業發展）。古物古蹟辦事處在2005年5月曾經討論是否應把中環街市

列為法定古蹟以及應有的保護程度。中環街市大樓現為三級歷史建築物。

行政長官在2009-10《施政報告》表示：「將中環街市剔出勾地表，交由市區重建局全面保育和活化，既可改善

中區的空氣質素，又可在鬧市中創造一個難得的休閒點。活化後的中環街市將會成為上班人士在日間的『城市綠

洲』， 以及市民和遊客在晚上和周末的新休閒去處。」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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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街市的建築風格

當年負責設計中環街市的是英國的建築師及工程師。中環街市大樓最突出的建築原則，就是「型態源於功能」設

計理念。建築物及各個組成部分的設計均屬以功能主導為設計原則，摒棄雕琢和裝飾，力讓建築物忠實地表達出

它的功能特點。

中環街市的設計還帶有現代流線風格（Streamline Moderne）的特色，以流線型作簷篷的素材，外觀為簡單的橫

向線條，著重功能上的實用性，這種簡約風格及橫向線條充分反映於大樓的外立面設計，成為其建築特色。中環

街市向德輔道中一邊的圓角很可能是受到現代流線主義影響的結果。

中環街市是一座4層高的長方形建築物，角位略圓，1樓至3樓是街市和辦公室，4樓的樓面收窄，用作職員宿舍和

辦公室。外牆的設計簡單，並無多餘的裝飾，只有一排排的窗牆圍繞外牆，東、西兩邊有簷篷遮擋陽光和雨水。

整座建築的中央為長形的中庭，可加強天然光線和空氣流通。窗牆的應用不只是要突出中環街市的建築風格，而

且更有實際功能，令環境擠逼、潮濕和侷促的街市得到自然光和通風。

在結構方面，街市的樑柱採用鋼筋混凝土建成，設計簡單，巨而不贅，能靈活配合街市內各種活動的需要。此

外，中環街市採用自由平面 (Free Plan) 及 自由立面 (Free Façade)。根據柯布西耶的新建築五項原則 (5 Points of 

New Architecture)，自由平面即是「採用非承重牆，牆與承重骨架分離，不再有任何結構上的依附關係。牆的運

用更加自由，滿足更多功能與美學上的需求。」2 而自由立面即是「以自由構成的表面取代傳統規整的開窗形式，

各樓層之間相互獨立存在，不受結構的制約，是自由平面在垂直表面上的必然結果。」3

中環街市的整個建築設計從街市功能的角度出發，每一個細節都符合其特定的功能要求。中環街市的設計真正做

到型態源於功能。

2. 陳劼. 新建築五項原則與結構體系——談1910-1929年柯布西耶住宅設計的發展 華中建築, 2003,(05)
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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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80
(第二代)

2010
(現在)

1895
(第三代)

1939
(第四代)

圖3.11　中環街市歷代的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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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事件
1841-1842 港島華人人口由5,650人急增至12,361人；不少華人聚居於Central Market 及 the Bazaar一帶
1850年代 港島華人人口因太平天國事件續增；中環街市現址出現市場建築物
1870-80年 第二代中環街市落成
1887年 港府為紀念維多利亞女皇登基50周年，特設立域多利皇后街及租庇利街
1895年 第三代中環街市落成
1903年 中環填海工程完成
1937年 第三代中環街市拆卸工程完成
1939年 第四代中環街市落成
1940年代 中環街市在日治時代易名為中央市場
1990年代 中環街市面向德輔道中的立面因半山扶手電梯工程而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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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街市大樓結構勘察及定義特徵元素研究
中環街市大樓建成至今超過70年，已超越了其原設計壽命。加上大樓所有圖則在日治時期經已散失，為了解大樓

的結構及樓宇狀况，委員會要求市建局聘用專業結構工程顧問，勘察樓宇結構。

圖4.1　柱身出現裂縫和滲漏

第一階段：目測勘察

樓宇勘察第一階段以目測方式勘察所有樓層，

不同樓層均有肉眼可察覺到的結構損毀。由於

欠缺現街市大樓的結構方面資料，顧問公司要

求建築署及路政署追查過往大樓加建及改建的

有關結構和土力工程方面的資料。根據所得資

料顯示，街市大樓自1950年代起經過多次的改

建及加建，改動部份包括天台擴建；此外，二

樓的佈局及面向德輔道中的整個立面在興建中

區半山行人扶手電梯亦曾有大規模改動；德輔

道中的新立面部份亦加設了扶手電梯接駁半山

行人電梯。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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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　柱身及橫樑出現石屎剝落和爆裂

目測發現街市大樓的結構損毀頗為嚴重：樑柱樓板部分的混凝土剝落；柱身(主要是地下部分)已出現裂縫，並發

現多處滲漏，尤以二樓最為嚴重(圖4.1和4.2)。尤幸街市大樓的基本結構組件均沒有即時倒塌的跡象。惟從多處出

現混凝土剝落以及老化的現象中，可見街市大樓的建築物料狀況以及耐用程度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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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 結構測試

為準確掌握大樓結構數據，全面了解大樓情况，顧問公司於2010年4月底與屋宇署及古物古蹟辦事處就進行第二

階段結構測試的方法、數量及位置達成共識，並進行了以下一系列結構測試：

• 混凝土炭化深度測試

• 混凝土氯離子含量測試

由於街市大樓主要結構早於1930年代建成，且欠缺圖則/數據記錄，顧問公司的研究主要根據英國倫敦市政議會

1915年附例(L.C.C. By-laws 1915)的設計標準，作出估計和審核。

大樓為本港最早期鋼筋混凝土結構，整個勘察涵蓋大樓所有樓層，包括後期改建或加建部分，並選取一些具代表

性的位置抽取樣本作測試。測試位置共有87個(圖4.3(i)(ii)(iii)(iv))，分佈大樓各處。顧問公司在測試點分別進行強

度及可耐性/持久性的物料測試。

• 混凝土抗壓強度測試

• 混凝土回彈力測試

• 混凝土開破檢測

• 混凝土保護層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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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i)(ii)　結構測試87個測試位置

一樓測試位置數目＝28

二樓測試位置數目＝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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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iii)(iv)　結構測試87個測試位置

三樓測試位置數目＝20

天台測試位置數目＝12



45

在混凝土強度測試方面，所得的數據顯示測試點可達至英國倫敦市政

議會1915年附例的準則(15.5MPa)，但仍未符合香港現時最低要求的

20MPa。

混凝土結構保護層厚度及其防火程度方面，測試點的情況只能符合

1915年附例要求的防火程度。現街市大樓的結構防火程度未能符合用

作商舖/食肆或公眾消閒用途等要求，必需要進一步提升。因此，樓板

及樑柱的石屎表層必須更換及加厚，以符合現時的條例。

可耐性方面，測試點混凝土保護層的「碳

化 分 析 」 結 果 顯 示 ， 由 於 日 久 失 修 及 長

期受水分及化學物質如清潔劑污染，污染

物已穿透保護鋼筋的石屎保護層，並滲入

大樓結構的深層部分，使鋼筋出現銹蝕情

況。大部分混凝土已失去保護鋼筋以防止

生鏽的能力，其中以樓板及橫樑部分尤甚 

(圖4.4)；而且防火度亦不足現行法例要求的

2小時防火能力。

圖4.4　樓板及橫樑底部混凝土剝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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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結果顯示目前的大樓結構並不能負荷市民所需的設施用途(如：綠化空間、餐飲設施)

的負重；以文化設施為例，法例要求的負重量為大概6.44Kpa，惟現時大樓地下至二樓結

構的負重量不多於5.4Kpa，而天台及天台頂層地方更只有2.7Kpa(圖4.5)，與承托公共天

台花園的18至36Kpa要求有相當大的落差。所以，大樓的結構包括地基必需大幅度更新並

加強。

圖4.5　現時天台負重量

天台

天台頂層
圖例 現時承托力
 2.7kPa
 少於2.7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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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結構測試結果顯示現街市大樓結構可耐程度並不理想。若只進行表面上的維修，而非就全面的結構作出

改善工程，大樓最少每5年便須進行重修，對未來用途帶來很大的限制和營運上的負擔。參考顧問公司就不同樓層

所估計的承重能力，若街市大樓在不加強建築物的承托力的情況下，街市大樓將不能負荷市民所要求的未來用途。

除了可耐程度不理想外，現街市大樓結構的安全系數亦不符合現時《建築物條例》的要求/準則，進行表面上的維

修根本於事無補。若要延長大樓的壽命以配合公眾期望未來的用途，很多結構部分尤其是樑板必須重新建造(即先

拆卸再倒混凝土)。有別於歐洲地區的石造(masonry)舊建築，鋼筋混凝土建築的保育是本港保育上較獨特的一大

課題，而項目是絕無僅有的先導例子。有見及此，為了借鏡外國保育鋼筋混凝土建築的豐富經驗，委員會建議參

考國際復修鋼筋混凝土建築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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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街市大樓「定義特徵元素」研究

委員會在深入了解大樓結構情況的同時，亦委託香港中文大學建築文化遺產中心，就大樓的建築定義特徵元素作

出研究，以了解在復修大樓時應該注意保育那些元素。建築文化遺產中心分析了大樓建築的風格，並以高、中、

低三個級別，建議在復修大樓時，那些元素應該保存。

報告重點如下(圖4.6和4.7)：

圖4.6　租庇利街立面

圖4.7　域多利皇后街立面

• 街市大樓是本地現存屬現代建築主義風格的建築物，從外

牆上的窗戶及窗簷的簡潔功能主導的設計顯而易見；

• 外牆本身沒有特別的建築特色，其物料及比例可因應未來

用途/設計有所改變，但外牆的橫向綫條及窗簷風格應加

以保留；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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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8　大樓梯

圖4.9　中庭
• 由於德輔道中的樓梯曾被大規模改動；而皇后大道中

的大樓梯的建築重要性較高，所以後者一些建築元素

較值得保留(圖4.8)；

• 中 庭 的 建 築 重 要 性 為 中 度 ， 但 其 空 間 感 應 保 留 

(圖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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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0　公廁

圖4.11　矩陣式柱羣

• 可考慮拆去建築重要性很低的皇后大道中公廁，

從而提供契機美化該處立面(圖4.10)；

• 大樓內的柱網風格設計應保留(圖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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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2　不同種類的攤檔

總括而言，顧問認為活化街市大樓是一張三腳椅，須從保育、工程/結構以及未來用途

三大方面取得平衡(香港中文大學建築文化遺產中心，就大樓的建築定義特徵元素作出

研究。詳參：http://www.centraloasis.org.hk/chi/cocac_meetings.aspx)

肉果
菜魚

• 攤檔方面，不同用途出現於不同的樓層，如地下一層主要賣魚，一樓則賣肉。顧問認為這些具

代表性攤檔的建築重要性為高，而一些較完整及小改動且狀況較佳的攤檔可酌量保留，活化再

用(圖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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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首階段公眾參與：過程設計及發現
在首次諮詢委員會後， 市建局即因應委員會訂下的指導原則， 進行以下工作:

• 公眾期望的用途：進行廣泛的公眾參與活動及民意調查，了解市民的期望；

• 建築物實際狀況：委託工程顧問詳細勘察大樓的結構；

• 保存建築定義特徵元素：委託文物建築顧問研究大樓的定義特徵元素，以制

定保育方面的工作；

• 借鑑海外經驗：籌組國際性活化鋼筋水泥建築物研討會，並到鄰近城市實地

考察， 汲取活化工作的經驗

為了解公眾期望的用途，有必要通過廣泛的公眾參與活動及民意調查，了解市民的期

望。在制定民意調查策略時，我們遵循以下原則：

1.	樣本及數量要具代表性：活化中環街市大樓的使用對像雖以中環區的人士為主，但

不同地區、不同族裔的市民及遊客亦是使用者，為確保調查具代表性，會按受訪人

士的年齡及性別進行抽樣。樣本分佈大致應與整體香港人口結構相近。街頭問卷調

查共有6,019名受訪人士就中環街市活化計劃發表意見。起始樣本分佈如下： 

• 1,000個樣本來自中環街市附近100米；

• 1,000個樣本來自香港島區港鐵站附近100米（不包括中環港鐵站）

• 2,000個樣本來自九龍區港鐵站附近100米 

• 2,000個樣本來自新界區港鐵站附近100米 

• 樣本中有一定比例的受訪者應為非操粵語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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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　本地市民接受街頭問卷調查

民意調查覆蓋的32個港鐵站：香港島區港鐵站

1. 上環

2. 灣仔

3. 銅鑼灣

4. 鰂魚涌

5. 太古

6. 西灣河

7. 筲箕灣

九龍區港鐵站

1. 觀塘

2. 九龍灣

3. 鑽石山

4. 黃大仙

5. 太子

6. 旺角

7. 油麻地

8. 尖沙咀

9. 深水埗

10. 荔枝角

11. 美孚

12. 藍田

新界區港鐵站

1. 上水

2. 大埔墟

3. 大圍

4. 沙田

5. 第一城

6. 大水坑

7. 葵芳

8. 葵興

9. 荃灣

10. 屯門

11. 元朗

12. 天水圍

13. 朗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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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讓受訪者先了解活化中環街市大樓的背景，令所得意見具參考價值：訪問員先

讀出以下一段資料：「行政長官在2009-10年度施政報告中提出『保育中環』，尋

求在經濟發展與文化保育之間取得平衡，將中環街市剔出勾地表，交由市區重建局

活化。市建局在2009年10月宣佈一項初步計劃，估計斥資5億元，修葺及翻新這幢

前中環街市大樓，為繁囂的中環區提供多元化的消閒及綠化設施，給市民打造一個 

『城中綠洲』。市建局成立了『城中綠洲』社區諮詢委員會，就活化該幢前中環街市

大樓向市建局提供意見。獨立調查機構(AC尼爾森市場研究公司)受市建局委託，進行

一項有關活化計劃的問卷調查，以收集香港市民對中環街市未來用途的意見。」令受

訪者明白調查的動機及背景。

3.	加插開放性問題，以取得更多市民的想法：報告按照受訪人士與中環的關係以及居

住地分為三大類別詳加分析，其中「經常到訪中環人士」約佔總受訪人數一半。有

關中環街市未來用途的民意調查主要發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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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八成的受訪者支持以「城中綠洲」作為活化中環街市的主題；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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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未來「城中綠洲」用途方面，大部分受訪者認為應先設置休閒活動場地/設施，公共綠化環

境次之，再而作文化藝術活動場地/設施；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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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閒活動設施方面，多數人認為應設置公園。另外，不少「經常到訪中環人士」期望可同時作

約會等候的地標；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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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購物設施，受訪者期望開設一些專門售賣文化/創意產品的零售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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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數受訪者期望餐飲設施為大眾化且具本土特色的食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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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受訪者支持改善現街市大樓的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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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數受訪者支持改變建築物內部間隔以配合未來用途；



6262

• 超過七成受訪人士支持取消面向皇后大道中的公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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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九成受訪者支持把天台改為綠化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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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八成受訪者支持在建築物內種稙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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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數人最希望活化中環街市計劃內種樹/增加綠化範圍，其次為設置公園/休憩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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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較多受訪人士絕不希望活化中環街市計劃太過商業化，完全改變街市的外貌或見到名牌商店等；

• 總括而言，受訪人士表示希望未來的「城中綠洲」可供他們進行一些免費或

較廉宜的休閒活動。

委員會認為上述報告已充分顯示了公眾對綠化/休憩空間需求以及減少商業化活

動的重大訴求，應作為日後社區諮詢工作坊探討的焦點。
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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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團體工作坊 

專業團體工作坊在2010年7月24日舉行，由香港建築師學會負責主持及派出資深建築師

領導小組討論。個別小組分別討論規劃或設計兩大範疇的問題。專業團體工作坊所得的

意見總結如下：

68

規劃：大部分組別認為項目應有獨特個性，認同定位應為大眾化；

設計：大部分組別指出綠化需要是重點設計原則，與街市大樓應否加建事宜息息相

關。以終審法院和北九龍裁判法院為例，大部分組別認為中庭上蓋可建天幕，

惟須注意通風及陽光照射事宜；

人流：有些組別認為人流應盡量圍繞中庭部分；

結構：現有結構須經某程度上的加建/改建，才能配合未來用途上對承托力的要求；

周邊：要顧及街市大樓與周邊地帶和建築物之間的關係，建議把周邊道路局部闢作行

人專用區；

營運：有些組別認為項目可局部24小時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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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4　專業團體工作坊及討論手稿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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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參與工作坊

公眾參與工作坊在2010年9月19日舉行，由鄭麗琼

女士擔任主持，並由香港建築師學會派出資深建築

師擔任領討員。參加者的背景多元化，討論氣氛熱

烈，範圍廣泛，不受問題局限。參加者的意見具建

設性，並達成不少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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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6　公眾參與工作坊

公眾參與工作坊所得的意見如下：

• 贊成在交通情況許可下擴闊行人路；

• 贊成拆除位於皇后大道中的公廁；

• 贊成增加街市大樓的視覺通透性；

• 贊成增加升降機及自動扶手電梯；

• 贊成中庭加天幕；

• 贊成保留完好並具代表性的街市檔位；

• 贊成大樓作24小時局部開放；

• 不過，有組別擔心天台未能承受大量綠化所帶來的

負重，所以就天台上提供全數1,000平方米的綠化空

間未達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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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參與活動期間，有個別團體及人士向委員會表示希望介紹其理念。委員會決定在其第四次會議中，邀請創建香港

(Designing Hong Kong) 的司馬文先生(Paul Zimmerman)；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的顧大慶教授研究團隊的顧大慶教

授和胡珮玲教授；進念．二十面體創作統籌陳浩峰先生；以及香港大學建築系的李浩然博士介紹其觀點，並作交流。

創建香港的司馬文先生觀點如下：

• 他以紐約市2008年的「公共空間項目」為參考例子，強調公共市場/市集實是一個城市空

間，可讓不同的人群聚合一起，從而構想如何使用公共空間；

• 公共市場/市集作為地區經濟的重要一環，從香港的小販活動曾一時成行成市一例中可見；以及

• 中環街市曾是一個公共市場/市集，經活化後須維持它作為一個市集的角色/定位。

在討論過程中，委員會秘書提供了一些補充資料。資料顯示本地由食物環境衞生署負責營運的

公共市場/街市，其功能以中式的濕貨市集為主，有別於如英國Convent Garden等作為一個人群

聚集/會合的公共空間。市集亦是城市裏的一個空間，供大家眾集及進行商業活動，概念上與收

集到的主流市民期望不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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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的顧大慶教授研究團隊的觀點如下：

• 團隊的研究是聯同中西區關注組於2009年10月進行，並從建築學角度出發；

• 針對街市大樓而言，大樓感覺上外實內空，而天井及屋頂部分是不平凡的；

• 外觀上結構與外牆有交換的感覺，初步估計外牆可能是磚牆結構；

• 平面分析方面，可清楚地分辨街道、大樓、內部三個部分，好像「夾心餅」；而攤檔的高度

能表彰大樓內部的空間感；

• 樓梯線條簡約，且光線充足；

• 從一些歷史照片中可見，街市大樓與周邊環境形成強烈的對比，而且展現了現代建築簡潔的

表達手法。



7474

進念．二十面體創作統籌陳浩峰先生發表以下觀點：

• 項目的軟件規劃方面，「城中綠洲」應命名為「城中文化綠洲」；

• 進念尤其關注日後營運者的甄選/遴選事宜，認為除了財政能力外，要小心考慮其組織背景和

工作理念等因素；以及

• 公眾參與方面，應進行公開招標、舉辦公開設計比賽等；另外，建議由專業人士主導聚焦

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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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建築系的李浩然博士觀點如下：

• 活化舊建築過程中需要設計上的干預(new design intervention)；

• 他提出一個具「挑釁性」的提議，認為應探索如何令舊建築「燃燒」起來，得以重生，達

至新舊共融，如巴黎羅浮宮；

• 他展示一系列海外的例子，如維也納的Rooftop Falkestrasse、佩魯賈的Energy Roof、新

加坡的Clark Quay、安特衛普的Port House，甚至本地的中區警署建築群活化計劃等等項

目，顯示一些新的概念/狂想有助舊建築「燃燒」起來，達至新舊共融。更重要的是，上述

例子突顯了一項重要的因素，就是可復原性；

• 他認為English Heritage的活化舊建築原則及指引內容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尤其是公眾利益

不能被忽視以及文物價值的可持續性；以及

• 強調活化舊建築達至新舊共融的重要性。

• 委員就安特衛普的Port House為例，詢問李博士如何把以上具「挑釁性」的原則應用於 

「城中綠洲」項目。李博士表示，現時本港的建築大眾化以及著重實用性。因此，他認

為應著眼於用途方面，從而為舊建築增值，達至新舊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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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首階段的公眾參與，通過民意調查取

得市民對未來中環街市大樓用途的期

望，專業工作坊因應結構勘察、定義

特徵建築元素及公眾期望初步定下一

些設計原則，公眾工作坊以此為基

礎，深入討論並得出大樓未來在功能

和建築設計的四大主流共識：

 

(1) 提供綠化環境：中區高廈林立，一向缺乏綠化點，市民普遍

支持未來中環街市提供綠化空間，然而，他們亦同意新的綠

化空間可以不須只集中於天台。 

(2) 新舊交融設計：公眾在同意保留具代表性建築特色的前提

下，認為不一定需要原汁原味保留，大家普遍接受可以改動

具較低保育價值的建築元素，為新的大樓注入新元素，達到

「新舊交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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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創建地標　增添活力：中環街市歷史悠久，見證香港城市變

遷，它位於中環心臟地帶，憑藉其有利位置，活化後的建築

物可成為中環新地標。

(4) 周邊連接　四通八達：中環街市連接港鐵及中半山扶手電

梯，毗連附近商業區，周邊的街道行人暢旺，為方便到達及

貫通大樓，活化後的建築物應有效連接現時四周的行人系

統。

這一階段的公眾參與，為中環街市大樓下
一階段的設計和營運招標，奠定了紮實的
民意和專業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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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皮寮

借鑒海外復修再用及市場營運經驗

台北考察

委員會在2010年5月會議上達成共識，認為要參考一些海外例子作項目的借鏡。考慮到地點遠近、文化背景以及

所需時間，委員會決定選擇前往台北作海外實地考察，考察一些在復修再用及市場營運及管理方面具特點的項

目，讓委員會和公眾可參考如何進行持續性管理以及營運，包括引入各類活動，作深入探討。

台北市相當重視古蹟及歷史建築活化及

再利用，在這方面已累積不少經驗。是

次考察的景點包括：萬華區剝皮寮、西

門紅樓、信義誠品店及1914華山藝文

中心。

這些項目無論在保留的手法及活化再用

的層面上各具特色。因上述項目的開展

時間與地點明顯不同，所以更能令考察

團得以了解台北在活化手法上的演化，

從而更全面了解當地的活化經驗。 

西門紅樓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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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　台北實地考察景點

1914華山藝文中心

誠品書店信義店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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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門紅樓 

紅樓建於 1908年，由著名日籍建築師近藤十郎設計，以「八卦造型」取其八方雲集之意、「十字架造型」作為市

場主題的特色，是東、西建築融合的首例。

市場分為八角樓及十字樓兩部分。市場初啟用時，既是區域性市場，又是當時台北人的休閒好去處。二戰後，西

門紅樓逐漸發展成電影院，以配合當時的社會氣候及台北人的需要。及後，鑑於市場在二十世紀末已未能符合當

代經營的要求，市場的環境及樓宇狀況日益惡化，加上十字樓部分於 2000年焚毀，台北市政府遂重新規劃整個項

目，包括附近活動廣場及臨時商店，並耗資 3.7億元台幣進行改建工程，於 2005年峻工。

位於正面的八角樓並沒有作重大改建，但十字樓於2000年因

火災焚毀而全面重建。就現場觀察所見，八角樓劇院上層內

部並沒有作裝修粉飾，內部殘舊失修的痕跡清晰可見，加建

的天花結構橫樑鋼條僅為鞏固原有角頂及安裝射燈等設備所

置；復建後的十字樓加建了玻璃天花板，以配合現時與創意

文化產業有關的用途。

在2001至2008年間，八角樓及十字樓分別由台北市文化局

及私人公司新西門市場公司承租管理。由於兩個機構缺乏協

調，經營不善，所以紅樓的人流甚少，商戶怨聲載道，不少

於十字樓營業的商戶被逼結業。及後，台北市政府委文化局

基金會收回十字樓的經營權，統一管理。紅樓的管理亦自此

改善，屢獲殊榮，至今累積參觀人次超過 400萬。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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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　西門紅樓

考察團意見

• 全面保留八角樓劇院上層是基於「本土特色」的定位

的考慮。為配合上述原則，八角樓內部只作較小規模

維修工程。

• 基於上述考慮，八角樓現仍存在缺修問題，如：瓦頂

漏水。為減少改建，亦沒有設立無障礙設施，及避免

大型機電設施。

• 另外，考察當日時值炎夏，加上射燈照射，不少團員

均感受到八角樓內的空調配置有待改善。就上述觀察

所見，團員對紅樓能夠達致「原汁原味」的保留形式

表示認同，但亦對此種形式所帶來的制肘能否令八角

樓充分讓公眾使用表示值得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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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剝皮寮 

剝皮寮老街是全台僅有的清代歷史街區，位於萬華區。老街反映了自清代以來艋舺（該區的前稱)一帶的發展，

保留包括清代傳統店屋及指定的歷史建築－章太炎旅台居所。老街另設有一所「台北市鄉土教育中心」，供學童

參觀學習。剝皮寮在重建前是當地居民的居所。由於居民的居住環境惡劣，台北市政府早於1988年決定清拆剝皮

寮，但鑑於當地的保育意識提升，台北市政府在 2003年決定將擬清拆的剝皮寮，以歷史風貌特區方式保存。 

電影<<艋舺>>在2009年為剝皮寮帶來大量年青的訪客。雖然剝皮寮與香火鼎盛的龍山寺僅兩街之隔，但觀察所

見，路面安排並未將兩處景點緊密連接。該區的活化計劃起步較遲，所以配套不及西門的徒步區。

剝皮寮老街的保存價值包含以下數點：少數留存的清代街

型，另有日治時期市區改正所遺留下來的形式；表現平民生

活空間的價值，對常民文化的延續與發展，有著重大的意

義；有助塑造地型風格。 

在用途上，台北當局十分強調剝皮寮的教育功能。在重建期

間曾對復修提出不少反對意見的老松國小亦有參與設計及營

運鄉土教育中心。展覽內容以台灣及台北的發展為主，如：

教育及醫療。而剝皮寮項目為老松國小帶來一個全新的公共

空間。不過，考察團參觀時為暑假，團員並未能詳細觀察中

心在中小學學期內的使用率。 

  

82

台灣



83

圖6.3　剝皮寮

考察團意見

• 大多數團員均認為剝皮寮項目較側重保育，重視如何在硬件上重塑清代的建築。

• 雖然老街保存清代店屋，但店屋除展覽外別無用途，在展示內容上較單一化，能否長期吸引市民參

觀成一大挑戰。

• 該老街由台北市鄉土教育中心管理，開支由公帑支付，遊人毋需繳付入場費，收支恐怕難以平衡。

• 老街是台北市本土教育的教材。另外，成立歷史街區亦意味著該老街的用途將不作重大修改。長遠

而言，剝皮寮的發展相信會較其他項目欠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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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14華山藝文中心 

華山創意文化園區前身是日治時期的酒廠「芳釀社」。該酒廠創建於1914年，一直營運至1987年，其後園區被廢

棄。直至 1997年，金枝演社進入廢棄的華山園區，引發爭議。文化界人士因而爭取於華山園區成立一個多元發展

的藝文展演空間。

2002年，當時的「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決定將廢棄的園區作活化再用及階段性改建，園區加入公園綠地、創

意設計工坊及創意作品展示中心，並於 2007年正式對外開放。 

華山創意文化園區佔地7.21公頃，面積比香港市建局的觀塘市中心項目更大。園區位處捷運善導寺站附近。遊人

可乘搭公共交通前往園區。該地區設有不少辦公大樓，是不少政府部門及私營機構的所在地，環境恬靜。園區原

有的廠房並沒有作重大改建。不少團員發現，園區修復機構特意保留廠房殘破的一面，園區甚有廢墟的韻味，令

遊人感受到園區的歷史。

在發展及經營方面，園區由私人公司營運，受「行政院文化

建設委員會」監督。這種營運模式讓營運公司在合約的框架

下自主運作，享有較大彈性，並由營運公司承擔財務風險。

按考察當日的觀察，園區內的人流甚多，遊人樂於在園區內

消費，估計園區的營運情況理想。再者，由桃園機場直達台

北車站一帶的機場鐵路快將落成，預料將增加在園區內舉辦

展覽或展銷活動的吸引力，為園區帶來穩定可觀的收入。綜

合而言，園區的佔地頗大，管理單位或政府在將來重新規劃

園區用途或發展時將十分具彈性。長遠而言，考察園區營運

應可達到收支平衡，支持園區的日常運作開支。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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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4　華山創意文化園

考察團意見

• 園區修復機構特意保留廠房殘破的一面，令遊人感受

到園區的歷史。但修復安排時未能顧及遊人的安全與

建築的可耐性。園內沒有明顯為符合現時建築條例或

無障礙通道要求而作出加建。 

• 園區內各廠房的用途廣泛多元化，豐儉由人，可兼顧

不同市民的需要。商店及餐飲配套方面，園區內的餐

飲設施及商店各具特色。餐飲經營者雖然是連鎖集

團，但華山園區仍堅持分店風格有異於其他分店，增

加吸引力。

• 園區成立宗旨以培育本土設計人才為綱，所以設計

精品商店正為這批設計行業的有志之士提供了一個

平台。

• 園區的佔地頗大，管理單位或政府在將來重新規劃園

區用途或發展時將十分具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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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誠品書店信義店

考察團除了解幾個活化歷史建築復修改建再用項目外，亦趁機前往台北誠品信義店，了解文化產業綜合管理營運

的例子。

誠品創立於1989年，是台灣當地綜合書店的先行者。近年，誠品更朝著全方位文化空間的方向發展。自1989年創

立敦化南店至今，誠品已於全台設有分店44間，而其中台北佔17間。

考察團意見

• 誠品書店的經營模式是在單一建築物內提供多元服務。

• 書店以圖書及文化產品零售為骨幹，憑著富藝術特色的設計，注入其他商業元素。

• 店內舉辦的藝文活動多元化，包括：展覽、講座、簽名會及興趣班，各適其適。 

書店以單一管理模式維持質素及打造品牌。 

圖6.5　誠品書店信義店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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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考察之行的啟示

是次台北考察之行讓委員會對活化舊有空間的概念及實踐有更深入的了解，有助在公眾參與時作為例子刺激思

考。縱然是次考察的項目因應歷史建築本身的地區特色及歷史價值採取不同的活化處理手法，並帶來不同的效

果，但考察團仍能歸納出這些項目在推行活化項目的主要考慮： 

1. 在活化舊有空間方面要持較開放態度及前衛，公眾對適量的改建及注入新穎建築特色的接受程度較高; 

2. 要按活化項目的特色定下清晰的活化目標，但過程中亦要顧及大眾的期望及社會的意見 ; 

3. 要考慮將具歷史價值及建築特色的古蹟作中央式管理營運，以投入更多的資源及人力，收活化之效。 

雖然台北在活化手法上有不少可取之處值得委員會借鏡，但是台港兩地在社會文化及法律上有不少相異之處，令

台北的活化手法在港不一定能完全實行。

• 首先，按考察所見，台灣的建築物條例，尤其是對無障礙設施及結構的要求，明顯較香港寬鬆。

• 台灣社會已對古蹟再用的方案進行充分討論。當地立法院在2004年通過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正法案。

• 台灣社會相當重視鄉土/本土文化，願意為推廣或保存鄉土/本土文化投入大量資源。在實際使用、

營運及長遠可持續性方面，是次考察帶出不少議題，值得委員會為活化舊有空間作構思時再進一

步探討，包括：在管理及營運方面，究竟由一個具指導性機構作統一管理抑或容許私營公司參與

活化較為可取？如何平衡市民大眾的實際使用需要而能同時達到較有效的財政可持續性？ 

綜觀多個台北活化例子，考察團認為要能讓市民大眾享用活化的空間必定要包括以下四大元素： 

1.  可達性(accessibility)高及附近配套完善 ；

2.  活動多樣化(variety)（如：藝術表演及展覽)及大眾化以吸引大眾參與 ；

3. 定位清晰(positioning)，並提供能符合市民/訪客所需的設施 

（如：商店、公共休憩空間及別具特色的路標) ；

4. 能在保留原有建築特色及作適當改建以符合現時的需求之間達致平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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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鑒國際鋼筋混凝土建築活化再用經驗

除實地考察外，由於中環街市大樓屬有一定

歷史價值的鋼筋混凝土建築，在香港並無

復修先例及經驗可借鑒，委員會決定邀請

有實戰經驗的外地專家赴港交流。鋼筋混

凝土建築活化再用國際研討會在2011年1

月22日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順利舉行。

大約220位專業及公眾人士參加是次研

討會，反應踴躍。

圖6.6　鋼筋混凝土建築活化再用國際 
研討會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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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7　古根漢美術館(照片由David Heald, Solomon R. Guggenheim 
Foundation提供)

研討會講者及講題如下:

• David West, Executive Director, International 

Conservation Services (澳洲)，介紹鋼筋混

凝土建築物保育、復修及再用之挑戰

• Pamela Jerome, Partner for Preservation, 

WASA/Studio A (美國)，介紹法蘭克洛伊萊

特：古根漢美術館修復工程

• Paul Gaudette, WISS, Janney, Elstner 

Associates, Inc. (美國) ，介紹具歷史價值混

凝土建築物之保育及復修

• Kin-kei Kwan, Director, 及 Tony Reed, 

Materials Consultant, Ove Arup & Partners 

HK Ltd 介紹有歷史價值之混凝土建築物保育

個案研究

• 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建築文物保護課程主任李

浩然博士以戰爭與和平為題，介紹戰爭混凝

土建築遺產的保護

• 研討會專題討論部份由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

院院長何培彬教授主持，和講者及與會專家

深入探討鋼筋混凝土建築活化再用的原則，

以及如何把這些原則應用於中環街市大樓的

活化再用。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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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主講嘉賓均指出由於鋼筋混凝土有固定的設計壽命，壽命有限，世界各地有歷史價值的混凝土建築物的結構

安全及承托力，多已不符現時法例的要求，保育及活化再用鋼筋混凝土建築相當具挑戰性。

另外，目前的國際保育憲章皆以保育磚石及木建築為藍本，並不適用於保育鋼筋混凝土建築。因此，保育鋼筋混

凝土建築的手法不能採用保育磚石及木建築的手法。

研討會的共識是在復修具歷史價值的混凝土建築時，無可避免要替換老化及嚴重侵蝕的建築材料。若要將老化的

鋼筋混凝土建築開放予市民大眾使用，進行更大幅度結構加固及部件更換，更是勢所必行的。

(國際鋼筋混凝土建築活化再用研討會各專家講者的介紹包含大量專業術語，上文為他們的發言簡要。原文發言、

粵語傳譯及簡報文件可參考http://www.centraloasis.org.hk/chi/rc_forum.aspx) 

9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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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建築活化再用」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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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公眾參與：設計概念路演及民意調查

委員會通過首階段公眾參與，結合結構勘察和定義特徵元素研究成果，吸收鋼筋混凝土建築活化再用國際研討會

的意見，海外考察的發現，配合專業及公眾工作坊總結了首階段公眾參與的結果，得出了設計和活化中環街市大

樓的主流共識。

為深化公眾對項目的參與，委員會邀請了四家建築設計團隊，將首階段公眾參與的主流意見，結合客觀研究的發

現，要求四支團隊以不同手法和風格演繹，制作設計圖樣及模型，於巡迴展覽中供市民作進一步討論。委員會亦

要求在路演時進行民意調查，收集市民對不同設計概念的意見，作為制定邀請最終設計團隊招標的要求。

四家設計團隊以顏色為代表，分為橙、紅、紫、藍，其設計概念簡述如下：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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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隊

以「破繭都市 蝶舞重生」為主題，設計概念是完整保留外立面，但重新注入新結構，令建築可上下擴展，採蝴蝶

形象化的設計，將中庭擴闊，化為蝴蝶繭；大樓上加設的太陽能板則為蝴蝶翼，具遮光功能。

圖7.1　橙隊設計概念「破繭都市 蝶舞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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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隊

以「城中綠門」為主題，定位為半山電梯的門廊。建議拆除於1990年代所建的面向德輔道中的立面，以「綠門」

的設計吸引路人進入「城中綠洲」，並以大樓內部的人行斜道，引領使用者輕易前往各層。

圖7.2　紅隊設計概念「城中綠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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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隊

以「漂浮綠洲」為主題，建議在原有的建築物上加建Floating Plateau(漂浮平原)，提供不同的設施。鑑於現時大樓

的承托力嚴重不足，紫隊建議拆除天台的辦公室，由數條加建的柱支撐Floating Plateau。此外，4條支撐柱亦會具

透光功能。

圖7.3　紫隊設計概念「漂浮綠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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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隊

以「保育回憶 活化中區」為主題，設計重視保持大樓的原貌，沒有提出重大改動，只建議拆除天台上的後加建築

物。該隊參考公眾參與工作坊中提出的意見，選擇打通德輔道中及域多利皇后街的立面。

圖7.4　藍隊設計概念「保育回憶 活化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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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海城

荃新天地

中環街市

中港城

將軍澳廣場

巡迴展覽民意調查

委員會為四個概念設計於2011年

4-5月在港九五個地點舉辦巡迴展

覽，印刷逾20,000本小冊子，簡介

項目背景及各設計概念，並在五個

展場內訪問參觀展覽的市民。接近

50,000人次曾參觀巡迴展覽；近

4,200人接受獨立調查顧問的即場問

卷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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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6　公眾座談會冊頁

圖7.7　公眾座談會出席者與講者

「城中綠洲」社區諮詢委員會在2011年4月分別和中西區區議

會、創建香港和香港青年協會舉辦公眾座談會。四支團隊亦

出席了公眾座談會，解答市民提問。委員會亦安排四支團隊

接受傳媒訪問，讓未能參加工作坊和巡迴展覽的市民，了解

團隊的設計理念，並可在網上下載問卷填交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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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9　青少年座談會圖7.8　創建香港主持的公眾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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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機構在巡迴展覽成功訪問了4,183名市民，另收到331份有效的郵寄問卷。秉承首階段民調的成功經驗，這次

民意調查亦設開放性問題， 市民可就四個設計列出他們最喜歡的元素。

民意調查結果如下：

• 市民對最少干預保育模式存在分岐；

• 市民傾向支持提供綠化和有質素公共空間的設計；

• 在能滿足提供綠化和有質素公共空間的前提下，市民傾向支持大樓內部結構可以作出較大幅度和具創意的改動；

• 市民認同可在大樓天台加建設施，以提供更多空間供市民享用；

• 市民認同可在大樓地面發揮創意，創造更多不同用途的活動空間；

• 市民認同大樓要增強通透性，增加入口，以和鄰近街區連接， 讓市民更方便使用設施；

• 市民認同在天台加建設施及擴展地面空間之餘，要彰顯大樓主外立面的建築特徵，而新加建結構與原有的結構

要有明顯對比，以免新加建結構和原有的結構混淆。這一點也符合現時國際上活化歷史建築的趨勢。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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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設計大綱
凝聚公眾共識訂定中環街市大樓的設計大綱原則

委員會了解民調結果後，歸納了中環街市大樓的設計大綱原則如下：

•	新加建築：前衛、創新；與舊建築有明顯分別；

•	設計體積：容許向上向下擴展，容納較現時多1-2層，以提供多元化空間及更多綠化；

•	立面設計：保育面向域多利皇后街及租庇利街的主立面；移除後加立面；

•	地面視覺通透性及可達性：地面外牆可作適當的改動及打通；

•	用途：多元化及不要太商業化；

•	營運：在營運目標方面，「城中綠洲」不應以牟取最大利潤為宗旨，但期望收入能最低限度應付經常性開支。

另外，公眾期望「城中綠洲」的用途多元化，能吸引人流。整體而言，「城中綠洲」應成為具獨特個性的公共

空間。為達致以上目標，市建局應在用途、角色及服務價格上擁有最終決定權。而主營運者要有承擔及認同營

運的願景。主營運者亦應用其營運經驗及能力，打造有活力的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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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10　總建築設計團隊

招標聘請總建築設計團隊

委員會因應兩個階段公眾參與的主流意見，結合一系列的研究和考察

發現，就設計大綱達成共識，市建局展開招標工作，聘請總建築設

計團隊。經過由市建局董事會成員及獨立專業人士組成的評審團遴

選，AGC團隊成功中標。該團隊成員包括不同專業範疇的顧問，並邀

請了國際享負盛名的建築司磯崎新參與。

項目總建築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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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11　日本建築師磯崎新 
(照片由Nora Tam /  
SCMP提供)

圖7.12　日本建築師磯崎新與香港傳媒
會面講述他對中環街市的設
計理念

磯崎新設計中環街市建築的理念

項目總建築設計團隊邀來日本建築大師磯崎新(Isozaki Arata)當顧問。他認為在繼承

與創新之上，要以溫柔的手法處理。 

磯崎新在國際建築界享負盛名40年，與安藤忠雄及黑川紀章堪稱日本現代建築界三

傑，年逾 80 不言休，至今仍活躍於建築界。 

他認為進入新世紀，複雜的結構再不是問題。新的結構工程技術可為保存中環街市

大樓的定義特徵元素和因要滿足香港市民對未來功能的期望而必需進行的複雜結構

工程提供技術基礎，並進行昇華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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磯崎新在 1983 年曾應邀來港為 Hong Kong Peak Project 任評審，當

時他力排眾議，在一堆早被淘汰的設計項目中把 Zaha Hadid 的設計

挑出來，該設計雖因種種問題最終未有落實，但 Zaha Hadid 的名字

卻因大師的點石而成了金，日後成為建築界奇葩。

50年來，磯崎新一直旁觀香港建築的變化，他認為香港可算是半世紀

以來變化最快的城市。維港兩岸的建築看似平淡，但那是為解決生活

所需、因應地勢而建的，是有內涵的城市風貌，因此香港根本不需要

再有為建而建的地標。磯崎新的建築全都不是從天而降，脫離該地文

化的異形。他認為地標建築已經落伍，建築應改為人本為主。

磯崎新抗拒現代主義反傳統的建築風格侵蝕地方的傳統，因此他的建築會用新技術
表達傳統意蘊，善於將設計融入一地的文化血液，渾然一體。他為卡塔爾設計的The 

Ceremonial Court，以簡潔的設計配上通花迴廊，保留了中東道地的宗教和莊嚴色彩。 

磯崎新設計的「漂浮綠洲」將不會是異軍突起的「地標」建築，而是一種溫柔地揉合文
化內蘊、原建築特徵及滿足市民期望功能的建築。

磯崎新認為中環已相當密集，毋須刻意標奇突出，保育建築的精神和內涵為市民所用才
是最重要。他會首先將建築保存，因為這是對建築歷史的保護，加建的上層「漂浮空
間」將會很簡潔純粹，風格澄淨，建築整體並不會對周邊產生壓力。保育和結構會以溫
和的狀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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磯崎新特別為中環街市大樓的設計，親筆以英文表達其理念，為尊重磯崎新的意見，謹轉載其文章原文如下：

Bauhaus was a revolution and upheaval. Its simple form and free floating façade have 

overturned the image of architecture at the time of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continuous 

horizontal windows liberated architecture from traditional arrangement of stone-made 

architecture.

After one century, we are now looking backwards in awe. The once pioneer has turned 

ancestor, novelty turned classic. To understand and act on this double identity is a 

challenge we attempt to confront in Central Market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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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try to preserve thoroughly. That means preservation of the original skin and form, the 

appearance, the style, and more importantly, the spirit of Bauhaus. We want to inherit the 

courage to envision for the citizen, and endow the building with the value of our age.

To preserve and build on the old is a process of detaching. The existing building is 

discreetly retained, with the original façade, the structural grid, the main architectural 

element and the spatial arrangement. The new would be a floating object situated on top 

– a manifesto of the detachment in architectural language.

We avoid dazzling and visually protruding design for the form of UFO. It is a simplified glass 

box that harmonizes with the old building. But we are still searching for an answer, that 

is, in what manner the horizontality and the freeness of façade and plan, which Bauhaus 

originated, could be celebrated to an extreme in architecture of our age. With the most 

advanced structural techniques, construction means and materials.

The new façade facing Des Voeux Road Central would be built solely with glass. It opens 

up the interior top the outside; indoor activities and greenery become penetrative and 

more influential. Right on top of the new façade, the existing building and the floating 

glass box are connected by a light-structured glass ramp. It is a route of linger, a pause 

and an exclamation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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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h roofs of old building (3/F) and the UFO would be filled with greenery and open to 

the public. The bottom of UFO would be clade with mirror-like metal, reflecting the green 

space on 3/F. It is the same element super-positioned on different age and condition. The 

new and the old are consonant with multiple layers of green.

Currently the surrounding buildings are mostly commercial. We expect this building to be 

an exception. Instead of having an eye-catching skin, we attempt to provide it with more 

thoughts and concerns. Hopefully the building itself would talk better than any dreary 

explanations.

Isozaki Ar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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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綠洲社區諮詢委員會委員心聲

中環街市———永遠的中環地標 鄭麗琼

小時候，因為自己乘車船不會暈浪，爸爸最愛拖着我的小手由老遠的觀塘乘巴士、渡輪到中區。中區是老爸年青

時打工的熟悉地方，老爸帶着我從中環街市開始娓娓訴說着五十年代在中上環鴨蛋街前舖後居的打工故事。那時

矮小的我在電車路看着龐然大物的中環街市，只見人人忙着向不同方向行出行入，那時我想這是中環人返工吧! 少

年十五二十時，跟着義工團的哥哥到中環看聖誕燈飾，深夜在中環街頭又是認着中環街市這地標，順道步上閣麟

街的小上海吃地道的酸辣湯。 

—九八六年的初春，我乘101巴士到中環。望着中環街市便落車到中環街頭，義務協助當年

的市政局議員助選工作。同年的四月至今二十六個年頭，每天與中環街市擦身而過，穿梭中

環街市與半山中環電梯之間，彷彿成了例行公事，急急的步伐來去匆匆。踏入二千年，街市

內的檯商被迫遷出，命懸一線的中環街市步入完成任務的歷史階段。那種難離難捨的感覺推

動着我要傾盡全力搶救中環街市。—次又—次的請願、示威、記者會都是為了中環街市的不

遷不拆原址保育的理想。

二零零九年，心中想着無力挽回的中環街市卻突然在施政報告中因保育中環而起死回生，那

種感覺就像舊電影橋段準備行刑而突獲赦免死罪。二零零九年十二月—日，我有幸被委任為

中環街市城中綠洲社區諮詢委員會成員，對未來的中環街市憧憬着保育後的面貌，希望能為

中環街市出—分力，令她繼續屹立在中環，成為永遠的地標！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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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時代新挑戰的社區參與模式 簡兆麟
 

諮詢工作的成功，應充份反映其建議能否尊重、包容各項要素及持份者的觀點。是次委員會

內外各界別代表都擁護此原則，與本港近年普遍在公共事項上的爭拗氛圍對比強烈。同時間

嚴謹、獨立的調查；探測結果陸續出台，令諮詢有序推進，以致各項建議具公信力，認受性

強。主席的啓導和秘書處執行力固然是成功要素，委員間的互諒互信更是難得。

對今次諮詢結果的產生過程，我十分滿意，未知這模式能否借鏡到其他本地合適的議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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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慶年
本人覺得很榮幸成為「城中綠洲」社區諮詢委員會委員，令我有機會參與中環街市活

化計劃，並與各專業人士、學界翹楚及各委員集思廣益，為活化項目提供建議，同為

保存及活化這座具有特色及歷史價值的建築物出一分力，這確是難能可貴之經驗。

在參與會議或出席相關之活動過程中令我了解到一個活化工程要考慮的項目繁多：例

如建築物結構安全；與區內原有景點及其他「保育中環」項目之協調：新與舊之交

融；各活化方案之考慮；建築設計團隊之甄選；市民大眾之參與及期望等等。各環節

都同樣重要，相互影響。

我期望這活化計劃能為中環鬧市增添一個優質的綠化休憩空間，帶給全港市民一個消

閒輕鬆好去處，並給遊客加多一個城中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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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街市的生關死劫 陳淑莊

這幾年來我見證了中環街市經歷的生關死劫，如果她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我想她的命格必然是俗語所說的「命

硬」。2003年街市停用後，政府將地皮放到勾地表內，考慮到街市所位處地段及中環對甲級寫字樓的渴求，似乎

拆卸重建是必然下場。然而往後幾年保育團體及專業人士鍥而不捨地要求不遷不拆得到了迴響，成功從鬼門關拉

她一把　—　政府於施政報告中宣佈將其剔出勾地表並交予市區重建局進行保育活化。以為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現實裡中環街市的保育困難重重。 

首先中環街市被譽為「地王」，受發展商覬覦，在區議會甚至立法會內都有議員認為中環街市用地應

作商廈發展。就算是當初堅持保留街市的團體，知道市區重建局接手活化項目後，都以局方過往的保

育項目成效及欠缺保育動力為詬病投不信任票，項目開展初期委員會面對兩面不討好的壓力。正因為

備受關注，委員會進行保育諮詢的過程盡量開誠佈公，期間我多次見到市建局的同事在三十多度高溫

下，大汗疊細汗向來往途人逐個以問卷收集意見，共收回逾六千份問卷。其後局方委聘的建築師行各

自以這些數據作為設計藍本，得出的方案以巡迴展覽的方式在多個地區展出，務求整個過程都有充分

民間參與。

我在此要特別感謝主席、所有委員及市建局的同事，你們豐富了我在文物保育及建築設計方面的知

識。項目的最終方案兼顧了創意、保育、社區使用及環保等因素。美中不足是項目取了一個被誤認為

是水療中心的名字。

雖則近日中環街市的發展又添了變數，但我深信她能「大步檻過」，除了命硬，還因為這三年間委員

會的工作令到更多人認識這「城中綠洲」，市民都期望盡快見到她活化後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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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在予人：在城中綠洲項目裏與公眾共同學習文教與實踐的過程 梁以華

在古代某時，衛國公爵問孔子其中一位名徒子貢：「你的老師孔子是跟誰學習的？」這條問題其實是一個陷阱。

因為如果子貢提供了一個名字為孔子的師傅，那麼衛公就會到處宣揚叫人去求教該祖師而非孔子。又如果子貢回

答孔子沒有師傅，那麼衛公就會質疑孔子何以聲稱六十而虛心聽教。不過子貢的回覆是：「古代文王以文治作教

化之道，和武王以武功而實務之道，其實並未被遺棄，衹是流傳到民間而已。我的老師怎會停止了學習？他衹不

過不再需要一個固定的師傅，而是從民眾裏學習罷了」(註1)。

112

在今天香港的社會環境，我們對不同持份者的多方權益帶來的挑戰均耳熟能詳。要為我們的都市核心

作出規劃，尤其是對待像中環街市這麼重要的地點和建築，所有持份者的權益都需要被尊重，和適當

地平衡。我們作為城中綠洲社區諮詢委員會之成員，正是要以專業和透明的態度，遵守保育文物、建

築設計、社區使用，和持續發展的最佳手法，來帶領這個項目的進行。這是因為我們深信，香港的市

民是依然支持，將古代文王的合作式文教，以推行文化及社會目標，與及古代武王的實際式行動，以

應付眼前發展問題，兩種手法結合的智慧。因此我們在進行這城中綠洲項目時，堅持與公眾同時學習

這些道理。

如何以社會上及經濟上均可持續之手法，保育及活化再用這一座無論建築水平和本土歷史均如此傑出

的地點，而不枉它的主要地段、集體回憶、和公眾期望呢？保育及活化再用文物的最佳手法是基於四

項主要因素(註2)：保存或優化它的文化遺產的價值、回應持份者的訴求、附合公共政策及法例，和

切合設計與施行的實際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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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因素引領著需要進行的步驟。首先，為了決定在接著下來的設計裏，這座建築物的那項元素容許

改動、那項元素應該保存，我們的保育顧問指出這個地點的建築、歷史及社會價值，以及代表這些價

值的特徵元素(註3)。跟著就是展開一個廣泛的諮詢程序，通過項目的早期展覧進行訪問和問卷，將

社區提供的意見和願景構成建築設計及未來運作模式的要求。最後，所有實際的考慮，如空間限制、

城規政策、安全條例及結構強度等，均由建築師和技術團隊充分研究，以發展這項設計。整個過程之

中，委員會堅持設計建基於公眾需要，以及將所有決策維持透明。

英國前首相邱吉爾曾經指出：「我們塑造我們的建築，之後我們的建築塑造我們」(註4)。此時在香

港，近似的是，一方面，我們的都市肌理的蛻變需要配合我們目前的社會需要，而另一方面，社會亦

可以這個機會，學習去尊重這個有份塑造了香港精神的建築遺產。

保育的學術紀律和可持續活化再用的技術挑戰初時或許看似難以克服，然而後來，隨著這城中綠洲項

目的設計及運作建議展露出來，就發現這些都是合理和適當的原則。這是因為這些理論基礎，其實都

是建立在我們公民的文化意識與實踐常理之上。這些原則本來就已經是我們這個成熟社區的道理的一

部份。

註釋：

1. 此故事摘自《論語》，乃集合關於孔子的言論之書，成書於約公元前400年。

2. 四項因素抽取自1999年之《保護具有文化重要性之地點的憲章》，又名《巴拉憲章》，第六條。

3. 特徵元素的概念從2003年之《保護加拿大歷史地點標準及指引》借來。

4. 邱吉爾在1943年一次關於戰後的國會大樓的公眾演說中說出這段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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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綠洲社區諮詢委員會─難忘的經驗 陳捷貴 BBS, JP 

城中綠洲社區諮詢委員會於2009年成立，本人有幸獲委任成為當中一成員，就活化中環街市的主題，與專家及各委

員共同商討方案。由於任務即將完成，我們的任期也快完結，但期間所得到的寶貴經驗及感受，卻令人深感難忘。

中環街市是保育中環八大項目中主要項目之一，具有寶貴的歷史價值，是當年的維多利亞舊城文化的一部份。要

保育及活化這座建築並非易事。因建築物是用第一代鋼筋水泥興建，以當年的技術而言屬首創，惟相對現今的技

術及要求，要保留其原貌加以活化卻存有一定困難，其難度遠較拆卸重建為高，要與專家共同商討有效方案，才

能得到最有效的規劃。

114

為了在中環區引入更多綠色設施及消閒公共空間，委員會曾舉辦多次的諮詢會及設計比賽；亦透

過網上收集意見，藉此聽取市民的意見及發掘更多新構思。市民對此亦反應熱烈，提供了不少寶

貴的意見，而且在公開徵集活化計劃時，吸取了不少市民及專家的不同意見，集思廣益，再由委

員會制定出心目中的「城中綠洲」的要素。

透過這些諮詢活動，讓專家及市民能從中以互動的方式，分享意見，讓我深深明白到要有效保育

古蹟，單靠一方的意見並不足夠，必先要細心聆聽各方面的意見，再從中取得平衡，彼此互相配

合和交流，才能取得最合適及最多人支持的發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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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我亦希望以廣泛諮詢方式聽取意見，能於日後繼續使用下去，相信結合專家及市民的意見，令中環的保育

項目及其他重要的保育計劃，都能有效制定一套廣為大眾接受的保育方案和發展規劃。

我要感謝擔任是次城中綠洲社區諮詢委員會主席一職的龍炳頤教授。在他持平而有遠見的帶領下，本人從中獲益

良多。每位委員都用心就保育中環街市計劃，深入了解情況，並給予不少寶貴的意見，大家一同集思廣益，共同

為保育中環街市計劃而努力。對本人而言，能參與委員會的工作是一個難得的學習機會，可藉機向會內的專家學

者從旁「偷師」，多聽取不同的意見，令我獲益良多。

其實保育及發展並存並非易事，需要專家學者的真知灼見及市民寶貴的意見，互相取長補短，

才能得出更好的方案。遺憾的是因為同區有一宗與活化中環街市項目無關的規劃訴訟，令到保

育中環街市的計劃受到拖延。我希望當局盡快檢討有關程序，使日後能避免上述情況發生，不

應因一宗同區訴訟，而令區內其他發展項目出現不必要的影響或延誤。

最後，我期望保育中環街市的項目能盡快「上馬」，及早成為中環中心商業區另一新地標和公

共消閒中心，讓更多出入中環區的上班一族及旅遊人士，以及大眾市民能得以享用此地及其多

元化的設施，真正發揮「城中綠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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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anor Morris

It has been a pleasure and a privilege for me to have served as a Committee Member of 

COCAC for the last two years - a pleasure because this has accorded me the opportunity 

to make many new friends, not only from the extremely efficient URA team but also top 

professionals, the business and private sectors,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the list goes on.

It has also been a great privilege for me to observe the‘workings’ and‘running’of this 

Committee which is like no other I had ever encountered before (and I had served on countless 

committees this past half-century!) - all credit and kudos to our Committee Chairman Prof. 

David Lung whose professionalism, strong leadership and guidance ensured the highest 

accountability and efficiency from his various teams, resulting in amazing progress from one 

meeting to the next.

One of our immediate first tasks was to address the practical, pressing and most important 

issue of making this seventy-three year-old‘grande dame’safe and secure, not only 

literally to stand her ground, but also able to cope with the anticipated heavy usage in the 

years to come. Thus came a stream of Hong Kong’s top professionals and experts in geo-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chitectural, design, aesthetics and related fields to explain and 

advise. Nothing was left to ch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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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while,‘transparency’was a key-word as our Chairman made sure that the public was 

kept informed (through the media), engaged and consulted on the desired designs, facilities, 

usage etc.– with our colleagues in Government setting in motion their‘machinery’of open 

forums, exhibitions, seminars, district consultations etc. No stone was left unturned.

I now await in eager anticipation of the‘grande dame’s emergence in all her finery and 

grace, to provide us a real‘oasis’in our bustling Central – busy yet tranquil, active yet 

restful – a welcome place where some of the‘old HK’arts and crafts, half-forgotten ways 

and lifestyles will resurface once more like long-lost friends, in a cosy‘second home’that 

draws us locals to revisit time and again and to charm our overseas guests to come, admire 

and stay awhile.

Although all good things must come to an end and our Committee soon to dissolve, I do 

sincerely thank my fellow-members, our Chairman and his URA team for enriching my 

experience and for their collective friendship which I will treasure al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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