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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我們本次的專題研習是關於香港歷史建築與保育，我們要

介紹且研究的舊建築是灣仔的藍屋。 

藍屋的原址是一所建於 1872 年的醫院，後經過多次改建，

曾經作為廟宇、武館、英文學校等，於 2017 年榮獲亞太區

文化遺產保育保護獎。 

之所以選擇灣仔的藍屋作為本次專題研習的對象，不單是

因為其歷史悠長，極具歷史價值，也是因為藍屋的保育及

活化獲得極高的國際讚賞。但其實藍屋的活化也具有很多

的爭議，很多人憂慮保育會將屋內特色的木樓梯拆除，其

內部結構也會有改動，導致藍屋可能會變成一個古跡的空

殼，原有的居民也會被迫遷移到別地居住。 

本次研究的目的是希望借助藍屋活化後的例子，去重點討

論藍屋活化後作為一間民間生活館能否達到可持續發展，

即是指藍屋能否在保持原有的歷史韻味的同時，經保育後

有更大的實用性價值，並且此價值能帶給市民長期的饋

贈。 

為達到此目的，我們將會通過問卷調查，實地考察，查閱

文獻等方法去認真研究有關藍屋的詳細資料。 



2.相關概念解釋 

1. 活化：活化是指將舊區的特色透過重新規劃及重建完全表露

出來，以尊重社區歷史和精神面貌的角度出發，給予舊有的建

築一個新生，提高其實用價值。本次研究對象藍屋就是從舊式

唐樓活化成一間民間生活館，供遊客參觀。 

2. 保育：保育是指一切保護歷史建築使其文化意義得以流傳的

措施，活化是保育的其中一種措施，對於藍屋前後的多次改建

就是保育。 

3. 可持續發展：藍屋活化能否實現可持續發展是我們研究的重

點。可持續發展主要是指能滿足當代人的要求，又不損害後代

人的需求的發展模式。對於舊建築的可持續發展則是指該建築

在保存歷史文化的基礎下添加現代化的功能，方便人們，靠近

時代也提升其價值。 

4. 唐樓：灣仔的藍屋是香港的一座少數帶有露臺的唐樓。唐樓

又稱為「廣州式騎樓」，一般有三至八層高，只有樓梯連接各

層，這也是藍屋中獨具特色的木製樓梯，對於此樓梯是否應該

拆除成為藍屋活化的一個爭議點。 

  



3.歷史建築背景介紹 

灣仔藍屋是香港現存最古舊的唐樓 ,建於 1920 年、位

於灣仔石水渠街的藍屋，是香港一級歷史建築。作為香

港現存最古舊的唐樓，以鮮藍色的外牆、古舊的木板樓

梯，再現了七十二家房客式的生活場景，散發懷舊氣

息。政府發展局早前公佈活化藍屋項目，除保留飽經風

霜的外牆外，亦強調注重維持舊區原有的生活方式。  

  藍屋原址

曾是一所醫院，樓

高兩層，於 1872 

年政府差餉徵收冊

中名為「華佗醫

院」。1886 年關

閉後，改為用作供奉「神醫華陀」的廟宇。1920 年代拆

卸，建成現在的四層高建築兼有「騎樓」(露臺)，地下為

「華佗廟」。華佗廟後為黃飛鴻徒弟林世榮姪兒林祖開

設的武館取代，至 1960 年代林祖的武館再改為其兒子林

鎮顯的醫館。藍屋從前亦是作育英才的所在，專為街坊子弟

提供免費教育的「鏡涵義學」，以及戰前灣仔區唯一的英文學



校「一中書院」。樓梯間的牆壁、單位內的窗戶皆以木

製，是香港少數留有露台建築的唐樓。  

其實，藍屋最初並非藍色，只因在 1980 年代，香港地政

署進行修葺時，發現物料庫只剩下水務署用剩的藍色油漆，無

心插柳下，一幢普通的唐樓便從此變成「藍屋」。逾九十年歷

史的藍屋建築，成為政府發展局活化歷史建築計劃的重

要項目，當局並預留 10 億元資助參與修復的機構，藍屋

將是首個「留屋又留人」的保育試點，原居的十三戶商

戶及居民獲准繼續居住。  

3.1 建築特色 

  藍屋為香港典型的唐樓建築，香

港所稱的「唐樓」即結合住家與商舖

的混合式住宅，早期華人區城市發展

的主要建築形式，通常商舖在樓下，

住家在樓上。藍屋以磚砌牆而成，每

兩戶共用一個樓梯出入，樓梯空間不

大，較為陡直，樓梯本體以木構搭建

而成。樓上各戶都附有一個小陽臺，

飾以鐵鑄雕花的欄杆，現代又古典，



相當雅緻。門窗則為對開式的格子窗，中西融合，而住戶門口

旁的木構隔板牆開有一個非常小的窗口，當有人應門時可以先

打開這個小窗口探查來者何人，再決定要不要開門，保留早期

香港民居生活與建築互動的痕跡。  

      從建築的類型學去分

析，它擁有著 20-40 年代的

本質，是香港唐樓的典型。藍

屋自身經歷了時間的洗練，完

整地保留了地 區生活的活

力，也正正體現出建築典型的

永恆的美。藍屋建於戰前 20 年代，有 四層高，是當時典

型的「唐樓」。結構上是用約兩呎厚的直豎式磚牆去承托

每一 層的木制樓面。還有面向石水渠街的陽台，除了是住

客和街坊打招呼的地方，亦 成為了藍屋的另一標記。保存

得這樣完整的戰前唐樓建築

在香港是很罕見的。  

這裡建築的獨特類型

包括: 四米半寬(15 呎)的凸

字型平面，沒有廁所浴室，



但備有木樓梯，木樓板，木天花，共用結構的磚牆，11 呎

高的樓底，陽台。這 些元素是包容生活的形式，是記憶賴

以生存的載體，是地方性的標記，是對應居 民生活的對話

形式。唐樓正正代表了香港二十年代至今的生活文化及生

存形態。  

藍屋外貌 

 

 

 



一樓圖則 



二樓圖則(up)&三樓圖則(down) 

  



 

天台圖則 

 

3.2 地理位置 

藍屋位於香港灣仔石水渠街 72 號至 74 號雙數門

牌， 現已被列為香港一級歷史建築，其中 72 號，72 號 A

及 74 號的外牆被塗上藍色， 因而被稱為「藍屋」。 

3.3.歷史價值 

有關藍屋的歷史價值，宏觀而言可以先從灣仔區及

石水渠說起。聖雅各福群會座落及服務的灣仔區，一直是

香港社會史上一個很重要的地區。它代表著二十世紀華人

的社區生活，就香港未成為殖民地時就有華人居住，而後



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在內陸地區一帶都成了華人聚居及

工作的社區。雖然早年殖民地政府曾 希望把灣仔發展成歐

式社區，但最後也因為商業蕭條而放棄了。後來因為太平

天 國事件中，難民大量湧入灣仔，而使得華人社區在灣仔

慢慢生長。此外，這裡也 曾是不同國籍、不同民族的散居

地 14。而藍屋所座落的的石水渠街，在戰前曾一 度是灣

仔區最熱鬧的社區。灣仔近幾年也頗受社會關注。 

藍屋並非一座單一的建築物，而是連結起附近的 黃

屋、橙屋等作為一組建築群，而藍屋建築群的價值還能

聯繫到藍屋附近，以石 水渠街為主軸，並連起慶雲街

與景星街等街道而成的整個街區。藍屋的歷史價值， 

除了在於它是戰前唐樓建築物的典型代表 15，還在於

它見證了灣仔舊城區的發展 及華人生活歷史。作為主

要建築的藍屋，本身曾在戰前作為華陀醫院、林鎮顯醫 

館、一中書院、鏡涵義學及鮮魚行商會等機構的所在

地。這些機構都是由民間自 發組成的，在不同的年代

都為社區承擔了不同的社會功能。 

華陀醫院和林鎮顯醫館是在藍屋底層同一個鋪面但

不同年代的醫療機構，在早期香港政府未有完善的 公



共醫療系統時，為社區居民提供服務「贈醫施藥」，尤

其是前者更「被不少人 認為是香港第一間由華人設辦

的醫院。」 

而曾位於三四樓的一中書院及二樓的鏡 涵義學，也

在政府未推行普及教育前，為社區內的兒童提供了教育

的機會。鮮魚行商會則由舊灣仔街市的魚販組成，曾在

區內負責組織一些神誕及節日慶典，可 以說是早期華

人社區內的社區組織。藍屋作為一個物理性的空間，曾

擔起了許多 社區內重要的社會功能，而這些功能都和

香港早年的社會發展史關係密切，可以 說是見證了香

港戰前及戰後的城市發展狀況。 

由此可見，藍屋的歷史裡，有著居民們對前人精神的傳承

以及對鄰里關係的 重視，藍屋的價值在於現時仍保留著的

生活模式，體現了五六十年代的生活環境, 雖然擠迫，但是

遇到困難時彼此互助鄰里之間也都會認親認戚，感情很

好。 

3.4 社會價值 

藍屋是香港的典型唐樓，樓高三層，地下由商舖連結，而

建築群內設有不少公共空間以及樓與樓間的連接橋，代表



着當時居民前舖後居的生活與社交模式，即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指出的「工人階級社區。 

去年十一月，「藍屋」建築群保育計劃獲頒「卓越大

獎」，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育獎項中

最高榮譽的獎項。這個奬項證明了「藍屋」的價值，非常

「貼地」的社會價值：它代表了香港草根階層的生活、地

區文化。保育藍屋不單是物質上保留建築，亦在非物質層

面上保留了藍屋所代表的地區文化和人民生活。 

 

4.藍屋的活化能否達到可持續發

展? 

透過遷拆重建或活化舊建築，政府可持續提供

新的旅遊景點及吸引新的遊客，又在文物建築內

發展有利可圖的商業活動，達至保育和經濟發展

並行，使文物建築發揮出更大的符合當代的價

值。歷史的建築在經過活化保育後，令建築周邊

的社區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而且不對建築本

身和其蘊含的文化進行破壞，所以良好的活化保



育對歷史建築百利而無一害，但採取那些措施進

行活化保育，且其措施是否恰當，對歷史建築能

否可持續發展非常重要。 

例如藍屋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政府將它活化

成一個住宿地方及香港故事館，供本港居民租

住，發揮了藍屋作為唐樓的住宿價值，並在文物

建築內進行商業活動，定期舉行導賞團以及歷史

展覽，展出有關香港的歷史及文物，以及以前居

民生活的場景模型等。這些活動可以令市民及下

一代受到有關香港的變遷的教育,並向香港市民乃

至全世界的人進行本土歷史及文化的有效推廣。 

經過政府的活化，藍屋有效地改善了社區的基

礎設施和環境質素，令當地的居民能夠更舒適地

生活，多一個社區「聚腳點」。並因為商業活

動，創造了更加多的經濟及就業機會，令社區居

民能夠自力更生，對自己社區的文化有多一份認

識，產生歸屬感和自豪感。 

此次政府的活化目標十分明確，就是以社區福

祉為重點，令社區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推



進藍屋社區的經濟水平，並且傳輸出藍屋的文化

歷史內涵，而且進行了有效的宣傳和推廣，所以

藍屋的活化能夠達到真正的可持續發展。 

4.1 保育建議 

我們建議繼續邀請非牟利機構推行活化計劃，例如聖

雅各福群會等非牟利機構，在藍屋地舖設置商店，以及相

關紀念館。新設基金為舊時建築保育工作做了補充。無論

是藍屋的保育活化或是其他歷史建築的保育活化都可以設

立基金會，如聯繫國際社會，以及建立文物保育資料數據

庫。 

政府部門應該對保育活化建築加大宣傳，鼓勵市民對

保育文物捐款用作保育活化建築之用，其中有兩個計劃，

一是文物彩票計劃，不過因有賭博的嫌疑，所以不建議適

用於香港社會。 

另一個是專門信用卡計劃，是透過民眾保護文物的做

法。本地銀行推出一些有關舊建築的信用卡，作為培養市民

捐款意識的工具。誠然，舊建築的保育活化從來不能靠政府

部門和一些社會機構的努力，要社會各界的努力，一代接

一代， 才能成就以後的人類遺產。 



 

5.好鄰居及 We 嘩藍屋計劃 

「WE 嘩藍屋」計劃是一項社會創新項目，以社會企業

及非牟利方式營運，有鑑於整個保育計劃由政府活化歷史

建築伙伴計劃資助，而計劃目標把歷史建築復修為獨一無

二的文化地標，並推動市民積極參與保育歷史建築，聖雅

各福群會在計劃申請書內加入「好鄰居計劃」，一方面可

保存昔日唐樓共同居住的氣氛，同時亦是項目營運的收入

來源之一，更重要的是透過計劃加強整個保育區內的人文

和社會資本，為整個活化計劃孕育協同效應。  

好鄰居計劃實驗創新住屋模式：三幢唐樓一直以住宅

為主要用途，除了原有租戶遷回單位，新加入的好鄰居為

傳統的唐樓生活增添新元素，一起嘗試和實踐共同居住、

分享、管理的生活概念。 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社區：期望凝

聚不同背景的好鄰居，合力讓石水渠街這個小社區可持續

發展下去，抗衡灣仔以至香港士紳化 。 



   6.實地考察

記錄 

 我們從港鐵灣

仔站 A 三出

口，沿太原街

到皇后大道

東，再轉入石

水渠街，步行

大約 3 至 5 分

鐘便到藍屋。 

  



 



 



 紀念館內的模型重現當時

居民的生活狀況





 



  



 

  



 



  



 

7.問卷調查

 







 



在是次問卷調查中我們分別街頭及網上訪問了

31 位人士，有約八成人表示自己是當地居民，亦有

超過八成人知道那屋這幢歷史建築物。顯示藍屋的知

名度也不低，政府宣傳尚算足夠，另外有六成人希望

藍屋多舉辦民間手作坊，教如何製作傳統手藝品，例

如萬花筒。並且也有約六成人希望多舉辦社區文化導

賞團，了解關於藍屋的歷史以及本區的文化，香港居

民以前的生活，外貌特色等。 

另外,有超過七成人知道藍屋除了住宿用途外，

也有公共活動室這設施，以及文化生活館。其中以社

區茶館的知名率最低，只有約三成半人知道，反映政

府以及非牟利機構，在此宣傳不足。有六成人認為藍

屋的活化能夠達到可持續發展，有四成人認為不能。

另外，有超過六成人認為政府在推廣及保育方面做得

好，有進行足夠的網上宣傳。並與非牟利機構定期推

出到導賞團，手作坊，定時有新的歷史展覽等。 

    

 

 



7.1 樣本 
        藍屋的活化能否達到可持續發展? 

1. 性別: 

o 男 

o 女 

2. 年齡: 

o 10-19 

o 20-39 

o 43-50 

o 51+ 

 

3. 請問你是當地居民嗎？ 

o 是 

o 不是 

4. 請問你知道藍屋這棟歷史建築物嗎？ 

o 知道 

o 不知道 

5. 你認為藍屋有甚麼用途，除了住宿外 

o 文化生活館 



o 公共活動室 

o 圖書館 

o 社區茶館 

6. 你認為藍屋應該多舉辦哪些活動 

o 社區文化導賞團 

o 民間手作工作坊（傳統手藝） 

o 街節 

o 天台種植 

7. 你認為政府在推廣及保育方面做得好嗎？ 

o 好 

o 不好 

8. 你認為藍屋的活化能否達到可持續發展? 

o 能 

o 不能 

 

 

 

 

 



8.總結 

透過問卷,我們得知市民對藍屋的認識也不小，並覺得政

府的活化能夠達到可持續發展。再加上藍屋建築群榮獲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獎卓越項目，肯定了

政府活化的成效。藍屋的活化為該區提供居所，以及多元

文化，教育及社區服務。例如設立香港故事館，有效地記

錄、研究和開發社區的生活故事。並透過多元及創意的方

式向公眾展示。 

另外透過可持續，創新及以人為本的租務服務，令到原

居民可以參與藍屋計劃各項目發展。例如設立好鄰居計

劃，已開放及平等的方式引入新租戶，新租戶需繳付市值

租金，以確保好鄰居計劃財務穩健，藉此同推展「We 嘩藍

屋」計劃。並引進社會企業，開設兩間創新價格相對較便

宜的食肆，為社區人士提供別具傳統風味的健康美食之

餘，更為基層開創就業機會。總括而言，政府是次的活化

達到了可持續發展之餘，並真正地保育了藍屋。 

 



9.反思及感想   
今次的專題研習令我們對藍屋有深入認識，雖然我對

大部分組員都不熟絡，平時也沒有聯系，分組時難免

會失望，過程中有不小爭議及困難，例如要靠

google 才能找到藍屋，但多得蘇 sir 指導合我們都通

過老師的指導及組員之間的商議，問題都一一 迎刃

而解地解決。經過這次的研習，我學會了怎樣同人相

處， 也對香港歷史建築的 認識更生，令我獲益良多

擴大眼界。馬俊彥(21) 

 

在這次專題中，我從中得到了非常多，且在平常課堂

無法獲取的知識和體驗。我對香港古跡的認識比以前

更豐富，明白這些古跡的歷史，和保育重要性。 

在實地考察中，我走進藍屋，感受到濃厚的香港歷史

回憶。令我瞭解香港的過去。看到藍屋的保育狀態

后，我感嘆保育的重要性，能令我們看到可持續發展

的特質。令我獲益良多。李卓軒(16) 

 



通過這次專題研習，我感悟頗深。灣仔藍屋存在歷史

久遠，現被改成民間生活館，不失是一個優秀的保育

活化方案。令我深深體會到，無論是藍屋還是其他的

歷史建築，若能運用以良好的保育活化方案，則能發

揮它更大的實用價值。希望自己能為這些歷史建築含

有的內在文化的傳承盡一份力量！馮丹彤(38) 

 

在是次的專題研習中，透過實地考察這項活動，親身

去接觸藍屋，感受當時居民的生活環境，獲得在平常

課堂中無法獲取的體驗，例如如何有效地搜集有用的

資料, 街頭訪問以及更清楚明白到分工合作的重要

性。另外，雖然政府已進行一些修復工作，以及讓一

些非牟利機構進行宣傳和推廣保育。但我認為政府應

進行更多的推廣，宣傳香港歷史，例如設更多的英語

導賞團,讓外來遊客能夠更清楚了解本港以前生活情

況。李冠儀(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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