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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從十九世紀初，以英國、法國及荷蘭為主的西方國家，開始在

東亞洲區內建立殖民政權，以獲取當地的天然資源，並鞏固其

在當區以經濟及政治為目標的勢力基礎。其中受殖民影響較深、

或對區內政治影響較大的區域，主要是星加坡及香港這兩個受

英國管治的殖民地，為時前後百多年。在眾多不平等條約下被

廹開放的一些中國口岸，如上海、天津、廣州或廈門等城市，

以租界或其它條款所構成的經濟與文化滲透，也是一個影響深

遠的歷史現象。

本文將較集中於演繹香港在長時間受殖民制度的薰染，及以資

本市場驅動的經濟下，在城市建設過程中對傳統/民族建築，在

類形、格局或建築風格方面，所構成的發展和影響，並歸納這

類建築的特徵，其相互間的異同，及對當地的城市、人文氣息

與社會發展的關係。其它歷史背景與香港有點近同的城市如星

加坡、上海及廣州等地，也會概括一談，作個旁枝比較。



香港本土的民族建筑

自明、清以来，香港本土居民以
「客家」祖藉为主，大多以农务
为生，他们的圍村式的房宅，可
算是香港典型的传统民族建筑。



现存在香港的客家村落，主要集中于新界北部(前广东宝安县)。
图中所见为位于元朗屏山一带的邓氏村落，其保留的邓氏宗祠、
觐廷书室及杨侯古庙，均反映原住民的传统生活与风俗面貌。

元朗屏山的邓氏宗祠



邓氏宗祠及其邻近房舍的面貌



邓氏宗祠及其邻近
房舍的面貌

客家式的围村中，间中也有些望
族，在区内建有较得体的宅邸或
宗祠，部分经复修后，留存至今。



其他位於新界
各处的乡村房舍

香港开埠初期的城市样貌与发展

1842 – 南京条约香港正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1860 – 北京条约签署，九龙半岛也由英政府所占有

1898 – 九龙半岛至深圳河以南，亦由英政府所租借

注：以下图片所见的建筑，现已无一幸存，均在发展

之名义下被拆去，极为可惜。



二十世纪初在海旁的中环
面貌。因布满得体的维多
利亚式或新古典主义色彩
的建筑，在当时的亚洲区
内，气度不凡，有「维多
利亚」城的称号。



代表英政权的建筑 – 高等法院

十九世纪末位于皇后广场的太子行(前)及皇后行，建筑做形优雅，气派不凡。



代表洋商、买办及英国
经贸势力的西式建筑



香港会大楼

連卡佛百貨大楼

代表洋商、买办及英国
经贸势力的西式建筑

于1975年拆缷的邮政总局，让位
作为兴建地下铁路中环站之用



平民百姓的街巷，亦是香港的一分旧日风情

香港是个海港城市，也是一个山城。从维多利亚港南望，
在太平山的山势背景衬托下，中环更见不凡的气派。



香港是个海港城市，
也是一个山城，旧城曾
座落众多古典的中西式
建筑，充满独特的气息。

香港是个海港城市，也是一个
山城，旧城曾座落众多古典的
中西式建筑，充满独特的气息。



除了在中环或其它政府建设
或富有人家的建筑，广东式
砖木结构带骑楼的楼房，是
香港华人在十九、二十世纪
交替期间的民间建筑

战后初期的上环民居



战后初期仍普遍存在的的民居

在铜锣湾区一座优雅的旧民房，至2000年后也逃不开被清拆的命运



香港城市急剧的变迁

1960年代的維多利亞港

1930年代的維多利亞港



中环海旁自1960至1980二十年间的变化

1970年代的中环海旁面貌



1980年代的中环海旁面貌



2014香港中環的面貌

2010年代的中环海旁面貌



维多利亚港仍在不仃转变中

维多利亚港仍
在不仃转变中



2010年的中环区
及维多利亚港

香港歷史建築的類型



香港历史建筑 – 从功能性质作分类

• 原住民或氏族宗祠

• 英占前的军事防务

• 反映英治的建筑及设施

• 英治期间的商业及相关活动的设施

• 社会福利、民生设施和建设

• 反映当时当地风俗的建设

• 医疗卫生设施

• 教育相关设施

• 满清及民国期间与革命活动有关连的场地

• 日治占领期间的军事活动与场地

• 战后初期的建设

香港历史建筑 – 从实际用途作分类

• 村落与氏族宗祠

• 庙观或教堂、坟地等

• 城寨或城门

• 民居

• 商业建筑或办公楼

• 军营、炮台或防卫设施

• 法院及裁判署

• 警署、监狱、民防设施

• 学校及校舍

• 医院及卫生设施

• 交通建设

• 码头、灯塔、航运等海事建设

• 娱乐场所

• 传统街巷

• 反映独特的建筑模式或具纪念性的事物与场地



现仍保传的各类历史建筑代表例案

反映英治的建筑 –
高等法院大楼(上) 
及港督府



军警相关建筑 – 原作为英军军官办事处
及原楼迁移至赤柱海旁的美利楼

殖民地时期驻香港英军三军
总司令的官邸。80年代翻修
成为茶具文物馆

中区警署及域多利监狱



现存位於中、上环半山的历史建筑
(请参看附图)

1 圣母无原罪座堂

2. 中区警署及域多利监狱

3. 中华基督教会合一堂

4. 甘棠第，现为孙中山纪念堂

5. 文武庙

6. 嘉诺撤仁爱堂

7. 回教清真礼拜堂

8. 犹太教堂

中区警署及域多利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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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区(上)及深水埗警署

旺角警署



由尖沙咀兵营改建而成的文物探知馆

现作为医学博物馆(上)及
社区中心的前政府设施



现作为食物环境卫生署食
物安全中心的前政府设施

位于尖沙咀现用作古物古迹办事处的前圣安德烈教堂附楼



圣约翰教堂(上)及
圣母无原罪座堂

散布在香港九龙各处的其它教堂



散布在香港九龙各处的其它教堂

铜锣湾圣公会圣玛利亚堂



位于香港仔的圣神修院

位于跑马地由何东夫人於1935年兴建
的东莲觉苑，作宏扬佛法之意愿 。



香港大学校舍

香港大学校舍

香港大学校舍



九龙塘玛利诺修院学校

中环圣约瑟书院



景贤里 - 香港华人富商李宝椿的家族大宅

30年代包浩斯风格的建筑代表

– 湾仔街市大楼(上)
及律敦治疗养院主楼



位于上环的文武庙(上)
及铜锣湾天后庙

油麻地天后庙(上)
及湾仔北帝庙



散落在香港、九龙及
新界多处的其他庙宇、
神社和道观

散落在香港、九龙及
新界多处的其他庙宇、
神社和道观



黄大仙祠 - 1970
年代的建筑

商業性樓房



大学校舍

中学校舍



二十世纪初在香港、九龙
各区大量兴建的住宅楼房，
部分带有骑楼，但主要已
由砖木斜瓦顶改为钢筋混
凝土结构，楼高普遍达四
至五层。由发展商购地，
作小片区的兴建出售。

极具中国民俗特色的虎豹别墅
及花园 (2000年代初被拆缷，
成为豪华住宅，现只留下别墅
主楼)



虎豹别墅主楼)

座落於全港多处富
裕人家的私人宅苑



座落於全港多处富
裕人家的私人宅苑



二十世纪三○年代
属于中产阶层的民房

在香港市区内稀疏地仍留存的少数战前楼房，这些楼房大多建于
上世纪20至30年代。再早一点的，几乎是绝无仅有了。



在香港市区内稀疏地仍留存的少数战前楼房，这些楼房大多建于
上世纪20至30年代。再早一点的，几乎是绝无仅有了。

在香港市区内稀疏地仍留存的少数战前楼房，这些楼房大多建于
上世纪20至30年代。再早一点的，几乎是绝无仅有了。



香港在保护历史建筑所采用的政策:

香港在保护历史建筑和文物的工作是由发展局旗下的文古

物古迹办事处负责，并于2008年成立文物保育专员办事处，

以便推行文物保育政策，并推展被选定的一系列文物保育

措施工作。整体的政策方向为 ：

“以适切及可持续的方式，因应实际情况对历史和文物建筑

及地点加以保护、保存和活化更新，让我们这一代和子孙

后代均可受惠共享。在落实这项政策时，应充分顾及关乎

公众利益的发展需要、尊重私有产权、财政考虑、跨界别

合作，以及持份者和社会大众的积极参与。”

香港的文物建筑种类繁多，建筑物的风格、选址、物料的使

用和种类均受到社会信仰、传统、思想及文化的影响，因

此透过对文物建筑的认识，社会大众可发现其中包含的艺

术与人文讯息。

现今散落在香港各处的文物建筑众多，政府在2002至2004年
间，进行大规模调查，界定全港有1444个在1950年前兴建

的项目，为具历史价值的建筑，并以三个级别作划分。

• 一级历史建筑

具特别重要价值，建议须尽一切努力予以保存

• 二级历史建筑

具特别价值，尽在有选择性的条件下地予以保存

• 三级历史建筑

具若干价值， 并宜于以某种形式予以保存如保存并不可行则可以

考虑其它方法



近年一些由政府拥有的历史建筑保育例案

政府因应个别项目的背景，透过内部规划、地权应用

招标、或近年「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 」等方式，

对被选定的历史建筑作翻新及保育，以供公众可

享用这些活化后的设施。以下是透過「活化历史

建筑伙伴计划 」推出的一些具代表性例案：

• 旧大澳警署 (成为怀旧酒店 )

• 雷生春堂 (中药及健康护理中心) 

• 前荔枝角医院 (文物文化中心)

• 北九龙裁判署 (艺术学院)

• 美和楼 (青年旅舍)

• 湾仔一系列战前楼宇

• 旧粉岭裁判署

从前尖沙咀军营活化后
成为康乐文化事务署属
下的文物探知馆



美和楼 - 前身为1950年代徙置寮屋居
民的政府安置楼，在1960年代的高峯
期，全港有超过500幢这类的楼房。

2000的楼宇外貌

2000的楼宇外貌

当年的徙置楼外貌
及居住环境



当年的徙置楼外貌
及居住环境

原先楼宅地下平面图



Ground floor plan serving as a youth hostel in the new scheme

旅舍的立面图



改建后旅舍的平面图

改建后旅舍的平面图



和昌押店重建活化项目 – 2006年交由市区重建局透过公开招标的商住发展

未经改建的楼宅外貌



Revitalization project cases under other scheme – as part of the 
redevelopment plan entrusted to the Urban Renewal Authority

改建后的楼宅外貌



改建后的楼宅外貌及
边旁的新建住宅大楼

改建后的和昌押店，
成为高级食肆和商店



食店内里设计

位於和昌押店天台对外开放的公众小花园



和昌押店边旁另一被保留的战前楼房

市区重建局另一位于九龙新填地街的住宅
发展项目 – 一座不起眼的旧厂房被保留下来



政府于2004年透过公开招标的发展项目 –
尖沙咀前水警总部改建为精品酒店及商场

水警总部於2000年所見的原貌

改建过程 2005



改建过程 2006

改建过程 2007



改建过程 2008

改建过程 2009



改建完成后商场部分的容貌

改建完成后商场部分的容貌



改建完成后酒店内部的容貌

Restaurant inside the 
heritage hotel

改建完成后酒店内部的容貌



完成后酒店須对公众
开放的花园平台



中區警署活化計劃













一個國際性類似的計劃
– 澳洲墨爾本監獄活化項目









皇后大道東戰前樓宇翻修活化項目

(利東街/喜帖街重建)



Pre‐war building to be preserved and revitalized for 
the Lee Tung Street redevelopment project



















灣仔巴路士街戰前樓宇改造活化計劃







Service lane

Barrow Street Mallory Street

Central 
court

Extended 
portion

Modified 
portion















1970年代開始，因輕工業的興起及世界政經大局的變化，香港經歷

一個急劇的經濟發展期，迅速成為一個金融、製造及航運業為主

的國際都會。為提升城市功能的運作，亦開始興建地下鐵路，並

大規劃收地，以利發展，地產業繼而亦變得非常興旺。結果是在

建設與發展之名義下，大量有歷史意叉與價值的建築，一片一片

地被拆去。現餘下的只有零星落索的單幢樓房，連一小片的舊城

或街道被保留下來的，也永不再複見。

在這現象的出現還有以下的一些誘因：

1. 過往政府在自由經濟的政策下對私人財產不作任何預，私人產

業 的保留與合，政府只能放任尤之。

2. 人多地少，地償飛升構成極大的清拆重建的動力。

3. 大部分的舊樓房面積細小，物業出租價值不大，欠缺維修，惡性循環了

環境更易變得惡劣，構成清拆重建的誘因和藉口。

4. 2008年前，政府未有政策與法例，對保留歷史建築有實質的限

制。

5. 將私人建築和物業列入歷史建築名冊也極具敏感性，反對也多，

因這涉及私人財產的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