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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PMQ元創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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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MQ元創方」是一座建於1951年的香港三級歷史建築，前身是前
荷李活道已婚員警宿舍正門、中央書院，位於香港島上環荷李活道。 

     它由兩座樓高7層的宿舍組成，總樓面面積達1.8萬平方米。「PMQ
元創方」最多可容納約130個租戶，供本地設計師租用的工作室和商
舖。 

▲影片來自PMQ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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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Q元創方」－場地簡介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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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Q元創方」前身 
  「PMQ元創方」的前身是中央書院(皇
仁書院)和前荷李活道已婚員警宿舍。 

中央書院於 1862 年在荷李活道北的歌
賦街建校，是香港第一所為公眾提供高
小和中學程度的西式教育官立學校。 

  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更曾經在中央
書院中讀書，所以「PMQ元創方」可以說
是見證過孫中山先生的成長。 

  由於書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受到
嚴重破壞，因此於 1951 年改建為香港
第一所為華籍員佐級警員而設的已婚警
察宿舍，提供140個單房和28個雙房單位。 

  2014年4月14日，「PMQ元創方」開始
局部開放，於2014年6月21日正式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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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身後的「PMQ元創方」 
   2014年，經過兩年多的活化工程，
這裡變身成為文創地標「PMQ 元創
方」，是「保育中環」的項目之一。 

  「PMQ 元創方」內有眾多設計工作
室及商店，雲集超過100位設計師及
創意企業家，帶來不同的時裝飾物、
時尚生活產品、食品、家具、珠寶及
手錶、設計服務及設計廊等。另外，
這裡也有餐廳、展覽場地及活動設施
等。 

  翻身後的「PMQ元創方」可以推動
我們香港的創意工業的發展，更令香
港創作家多了一個新的舞臺，展示自
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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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Q元創方」活化前的樣貌及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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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Q元創方」活化後的樣貌及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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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Q元創方」的歷史價值和意義 

   「PMQ元創方」落成在1951年，已有64年
歷史。前身為中央書院及已婚員警宿舍的
元創方於2014年4月14日開始局部開放，
於2014年6月21日在行政長官梁振英、發
展局局長陳茂波主持下正式開幕。 

     直到現今，「PMQ元創方」仍然有七道
地方保留了歷史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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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Q元創方」的歷史價值和意義 
    作為三級歷史建築，「PMQ元創方」

保留多個歷史遺跡。 

 包括： 

1.前荷李活道已婚員警宿舍正門 

2.中央書院的石級與石牆 

3.前中區少年警訊會所 

4.中央書院入口石柱及柱座 

    在中央廣場下開闢了地下展示廊
"Glimpse PMQ"，展示前中央書院兩
段最長的花崗岩地基，及六件從遺跡
中發掘出來的鋪地瓷磚及建築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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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Q元創方」的歷史價值和意義 

▪ 每個單位不但保留了露台，更刻意保留五
六十年代的綠色鐵窗。 

▪ 警察宿舍的信箱有保留著；樓梯也保留著
原本的磨石子階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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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後的「PMQ元創方」如何吸引人流？ 
「PMQ元創方」為了保持一定的客流量，提出了... 
1.「PMQ元創方」要求租戶每日下午一時至八時都要開舖

做生意，吸引人流。 
2.「PMQ元創方」不時舉辦活動以吸引遊客,例如： 
•在中央廣場舉行元創方中環夜市。 
•與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AllRightsReserved Ltd
及置地公司合作舉行1600熊貓遊香港• 創意X保育展，展
出1600隻紙熊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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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考察「PMQ元創方」 
     為了親身體驗「PMQ元創方」這個充滿藝術氣氛的地方，我們一共實地考察了兩

次，並和部分接受過訪問的人合照，包括香港人、內地人以及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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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考察「PMQ元創方」 
     我們到訪「PMQ元創方」時正值聖誕節假期，當日「PMQ元創方」也有擺設關於

聖誕節的設計品。 

 ▲ 由LAAB設計的六架單車改變為六架型

格「鹿車」。 
  ▲以上的英國父女也接受過今次的訪
問 

  ▲位於4樓的露天花園亦擺放了大型
的聖誕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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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考察「PMQ元創方」 

 ▲ 在 PMQ 的 Marketplace & Courtyard 
上空懸垂了 2,014 顆用特別物料製成的星
星。 

  ▲來自本土的燈藝創作室 Avollusion，
把PMQ的空中花園打造成「Starlit Gard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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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Q元創方」批評 
「PMQ元創方」在多個周末舉辦的「元創方中環夜市」，被附 

近居民批評。 

▪ 他們投訴： 

1. NightMarket的音響和人流造成噪音滋擾 

2.活動有酒精飲品出售，擔心「PMQ元創方」變成中環蘭桂坊 

及蘇豪區，令他們日後飽受醉酒鬧事者滋擾。 

經活化後的古蹟，變成供遊人吃喝玩樂的場所，淪為另一個商業項目。 

▪ 元創方發言人回應，提供場地舉行夜市，有以下原因： 

1.希望讓公眾認識此新地標 

2.為區內零售活動注入新動力。 

▪ 改善 

   採取監控措施，包括每半小時測試場內聲音分貝值，盡可能保持70分貝以
下，若超逾規限，會即時勸喻主辦單位調低聲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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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Q元創方」活化後 
如何能達致可持續發展？ 

一、社會方面 

     生活素質涵蓋物質生活與非物質生活兩種層面。 

     而「PMQ元創方」能夠滿足到人們的物質生活（包括衣食住行、經濟財富等）中衣和食這
兩個方面。「PMQ元創方」售賣設計師設計的獨一無二的衣物鞋子，也有售賣不同國家不同種
類的美食，這樣便可以滿足到人們衣和食兩個範疇的滿意程度。 

     因此市民的生活素質會因「PMQ元創方」的活化而提升。 

◄「PMQ元創方」的其中

兩間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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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Q元創方」活化後 
如何能達致可持續發展？ 

二、經濟方面 

活化後的PMQ在經濟方面能夠帶來... 

1.增加香港的經濟收益，例如旅遊業的收入 

▪  PMQ的前身（即中央書院和已婚警察宿舍）和許多名人
有關，例如：現任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曾經居住過，國
父孫中山先生曾經在此讀書。導致許多人都好奇他們的
居住環境或學習環境而來，吸引旅客客源。 

▪  PMQ開放以來舉行過很多活動，例如：Night Market聖
誕節活動中秋節晚會1600熊貓遊香港.創意x保育和各種
畫展。很多旅客慕名而來，帶動旅遊業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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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方面 

2.製造更多商機和就業機會。 

▪ 將歷史建築物用作商業用途，能為建築業、餐飲業及一些服務性的行業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有助紓緩現時的高
失業率。 

▪ 而且設計師還能在PMQ以較便宜的租金租工作室來擺放自己的作品，大大增加了就業機會。 

▪ 2014年5月7日的立法會會議中以提及到活化PMQ每年可提供5300至8900個就業機會。 

◄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主    

持「PMQ元創方」開幕禮
。 

「PMQ元創方」活化後 
如何能達致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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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Q元創方」活化後 
如何能達致可持續發展？ 

三、環境方面 

活化後的PMQ在環境方面的改善... 

▪ 環保設計和綠化設施 

1.整座建築物使用了對流設計，令整座建築物都通風，減少了電力
使用。即使沒有冷氣，也不會感到局促。 

2.澆花和清潔的水是採用地下水，減少浪費多餘的用水。 

3. PMQ是露天設計，所以PMQ大部分地方都是使用自然光照明，在5
時前PMQ的走廊也不會開燈。 

4. PMQ在4樓的露天花園種植了許多不同種類的植物。 

5. PMQ除了在大型節日會開放至凌晨之外，普通日子也會在12時前
關閉，避免引致嘈音和光污染。 ▲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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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 

     做完這份專題研習，我對活化後的建築物完全改觀了。以
前我一直認為舊有的建築物又舊又沒有冷氣，但是我參觀了
PMQ這座活化建築物後，才發現它的另類一面——因為它採用了
對流的設計，即使沒有冷氣也不會感到很悶熱，而且它經過翻
新後比以前更加整潔和乾淨。活化後的建築物更能變成香港一
個新的景點，帶動香港的旅遊業。除了旅遊業受惠，翻新後的
建築物能夠增加工作機會。 

     活化後的建築物能夠達致可持續發展和能夠保留建築物的
歷史價值，經過這次專題研習，我十分支持香港政府把舊有的
建築物活化，令我們的後代瞭解更多歷史蹤跡。 

 

鄭明珠(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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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 
    在這個專題中，令我學到很多我從未學過的東西。 

    當參觀完PMQ元創方後，我學到很多知識，第一是PMQ原來是
由荷李活道已婚員警宿舍改建而成的。現在被列為三級歷史建
築。第二是PMQ令我知道如何善用空間，因為原來的員警宿舍的
廚房是設於走廊的，現用作展示商戶的藝術品及貨品外，亦可
作為閒座區。第三是我在參觀完PMQ元創方後，所得到的知識是
它保留了荷李活道員警宿舍的兩座樓高7層的宿舍，另外在中間
大約4樓的位置興建一個空中花園作為一個連接對面。在這個空
中花園還會用到一些環保，例如會利用地下水來澆花。令我從
中學到一些環保。 

 

羅芷晴(18) 



25 

感想 
    參觀完PMQ後，我可以更清楚知道歷史建築物活化後帶來的好
處，就像美化等等讓人看不出以前的殘舊，又不失原本的風貌。
活化後的PMQ更是成為了一個地標，吸引不少人去跟朋友逛街。 

    在PMQ中亦令我更加清楚瞭解環保該怎樣應用在繁華的城市當
中，例如在兩旁的商店當中，在第一層裏有一個休息的地方，在
那裏完全不用冷氣機，只靠自然的風就讓人感到清涼，確實節省
了不少電力。 

    整個PMQ的環境是十分休閒、寧靜的，那裏可以作為一個靈感
的來源地，同時也是一個讓人放鬆的好地方，也可能是創立屬於
自己品牌的地方。 

    活化帶來的好處有很多，PMQ只是所有活化地方的其中一個，
所以活化不可缺少。 

楊海晴(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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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 
   當我參觀完PMQ之後.我可以更知歷史建築物對我們的重要性.例
如：PMQ裝飾後更令我們知道歷史建築物的歷史，增進我們的眼
界，見識到香港各式各樣的特色。 

   去完PMQ我發現了PMQ原來是以前員警住的地方，這我以前並不
知道的。而在PMQ中又學會了當中環保的概念，例如:PMQ用來澆
花的水是用地下水，走廊並沒又冷氣，令我對環保的概念又更大
的看法，以至我可以用於日常生活中，例如：少開冷氣，用洗菜
水澆花，為環保添一分力，這都是在參觀PMQ後中學習以來的。
而且PMQ有不同特色的店輔可給我們去購物，間間店輔都有不同
的特色和類別，這些店輔可以激發我們的靈感，在畫畫或設計方
面，在供我們參考的。 

 

嚴君桐(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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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 
    在這次的專題當中，我學會了活化後的建築對整個社會的幫忙。
這次參觀了「PMQ」，令我對活化後的建築有更大的認識，活化後
的「PMQ」不但能令大眾有機會深入瞭解保育的重要性，還可以製
造更多就業機會比青少年發揮自己的長處。雖然活化後的建築可
能會造成嘈音的滋擾，但是亦可以製造更多綠化環境。就像我們
專題的到訪地方「PMQ」，它利用通風對流的設計來代替開空調，
從而綠化環境。 

 

 

嚴文希(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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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 
     平時上課時，老師經常提及到「歷史建築」、「保育」等
字眼，令我知道關於這類問題的知識。但是，經過這次通識科
專題研習，我才真正親身體驗和親眼看見香港歷史建築物，這
保留了英治時期殖民地的風格，非常值得我們保育，讓建築物
不受到破壞，保留歷史留給我們珍貴的「禮物」。 

 

 

 

                

袁靜婷(40) 



附錄---問卷調查 
    為了瞭解大眾對可持續發展和舊有香港建築的認識，我們做了一份問卷，調查出大

眾對於舊有建築「PMQ元創方」以及對可持續發展的意見。 

    以下是我們訪問了50個不同年齡層和性別的問卷調查。 

問卷限制 

▪ 考察時除了要準備中文問卷，還要準備英文問卷，令準備時間長了很多。 

▪ 訪問受訪者時，有些受訪者未必明白某些問題（例如：可持續發展），所以我們要解
釋給他們聽什麼是可持續發展，增加了我們訪問的難度。 



附錄---問卷調查 

 



附錄---問卷調查 



附錄---問卷調查（結果） 

▲50個訪問者中有一半人是曾經到
訪過「PMQ元創方」 

▲有三成的受訪者表示來PMQ的
主要原因是購物，其次是為了消
閒。 



附錄---問卷調查（結果） 

◄有兩成的受訪者是透
過報章和雜誌的介紹知
道PMQ這座建築物。 

▲有40%的受訪者認為PMQ舉辦之活動中，令
他們印象最深刻的是1600熊貓遊香港• 創意X

保育展。其次是33%的夜市NightMarket。 



附錄---問卷調查（結果） 

▲有大約七成的受訪者贊成香港
政府把舊有建築物翻新。 

▲有大約六成受訪者認為活化後之
建築物即PMQ元創方能夠達致可持
續發展之目的。 



附錄---問卷調查（結果） 

▲六成受訪者認為活化後PMQ能夠達致可持續
發展之目的，因為把舊有建築物翻新可以令下
一代瞭解保育的重要性和製造商機和就業機會
。 

▲其餘四成的受訪者認為把舊有建築物翻新
會引致嘈音和環境污染。 



附錄---問卷調查（結果） 

▲受訪者中53%是女性；
43%是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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