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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們是次專題研習的名稱之所以叫做「荷」去「荷」從，是因為這份專題研習的目的
是去探討建築物與保育的關係，而我們組要介紹的地方就是前荷里活道已婚警察宿舍 。1

「荷」是指警察宿舍，「去」是指我們將會帶領你們脫離你們對警察宿舍舊貌的印象，
「從」則是指我們會帶領大家了解警察宿舍如何朝着保育、活化的方向去發展。因此我們
專題研習名為「荷」去「荷」從。 
      百多年來，香港經歷了重大變化，由寂寂無名的小漁村發展成為國際數一數二的金融
中心的過程中，有一些建築見正了香港社會的變遷及留下了一些歷史的痕跡，更有部分建
築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可是政府為滿足城市發展，在2007年計劃把具歷史價值的皇后碼
頭拆卸，且重新規劃並作道路和商業大廈用途，引發有很多的團體和組織以各種的方式和
途徑，例如以佔領、靜坐、絕食等方式去表達他們對事件的關注和向政府表達訴求，可惜
事件最後演變成警民衡突。一年多後有另一計劃，市建局提出「永利街/士丹頓街項目」重
建計劃，其中永利街1號至12號只保留10至12號3幢唐樓，將其餘唐樓均被局方認為裏外
破舊不堪，再仿製出一列現代化新唐樓。幸好，隨着一套講述六十年代港人奮鬥的電影《歲
月神偷》，揚威柏林影展並奪得最佳影片水晶熊獎後，爭取保留永利街的聲音高漲，最終
市建局不敵群眾壓力，並建議將永利街劃為「保育區」，原汁原味保留全部12座唐樓，改
變了12座唐樓的命運。上述兩件事後，進一步加深了香港人對建築物保育的認識，更讓港
人反省了城市發展與保育之間應如何取捨。「保育」一詞在香港社會中也從此不再陌生。
隨着政府和市民的文物保育意識都有所提高，政府於2007年推出新的文物保育政策，希望
在落實文物保育政策時能充分顧及發展需要、尊重私有產權、財政考慮、跨界別合作，以
及持份者和社會大眾的積極參與。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文物保育措施，例如：2008年的
「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2009年施政報告中的「保育中環」計劃 等，所以我們希望2

在是次的專題研習為大家介紹或分析下列範疇，以增加大家對它們的認識。範疇如下： 
❖ 警察宿舍的歷史及其價值 
❖ 警察宿舍活化的目的 
❖ 警察宿舍活化後的用途 
❖ 警察宿舍活化後的批評 
❖ 與保育相關的一些字詞概念 
❖ 人們在保育上的認知度及對政府保育政策的看法（問卷） 
❖ 歷史建築活化後如何吸引人流 
❖ 歷史建築未來活化和發展用途的可行性及可改善之處 

 下稱警察宿舍。1

 警察宿舍亦是「保育中環」的其中一個項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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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與其相關的字詞解釋 
1.保育 
指一切保護歷史建築使其文化意義得以保存的措施，包括修復、翻新、改建及活化再利用。
2.法定古蹟 
具極高文物價值而受法例保護的歷史建築物、考古、古生物地點或構築物根據《古物及古
蹟條例》，古物事務監督 經諮詢古物諮詢委員會，並經行政長官批准後，藉憲報公告宣布1

個別地方、建築物、地點或構築物為法定古蹟。隨後，古物事務監督可阻止對法定古蹟作
任何改動或酌情規定改動時必須遵守的條件，以保護有關古蹟。截至2014年10月24日為
止，全港共有108項法定古蹟。 
3.歷史建築評級 
現行評級制度把歷史建築分為一級、二級或三級: 

評級由古物諮詢委員會負責。所有建築物按其歷史價值、建築價值、組合價值、社會價值
和地區價值、保持原貌程度和罕有程度進行評級。 
4.「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 
政府於2008年推出此計劃，邀請非牟利機構提供方案，以社會企業模式活化歷史建築。政
府希望透過此計劃保存歷史建築，並以創新的方法予以善用，成為獨一無二的文化地標，
為該社區創造就業機會。 
5.古物諮詢委員會 
是一個法定組織，委員都是各有關領域的專門人才。委員
會就古物古蹟事宜，向古物事務監督提供建議。 
6.可持續發展 

根據聯合國環境與發展世界委員會的報告，可持續發展是
指「既能滿足我們現今的需求，又不損害子孫後代能滿足
他們的需求的發展模式。」《我們的共同未來》
（1987） 

  

一級歷史建築 具特別重要價值而可能的話須盡一切努力予以保存的建築物。
二級歷史建築 具特別價值而須有選擇性地予以保存的建築物。
三級歷史建築 具若干價值宜於以某種形式予以保存的建築物，如保存並不可⾏行則可以考

慮其他⽅方法。

 即發展局局長。現任古物事務監督為陳茂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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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宿舍的歷史 
城隍廟時期： 
      警察宿舍前身為中央書院校址。在中央書院建造之前，在該址上曾有一間城隍廟和華
人居住區。在歷史學家Carl T. Smith的研究指出，城隍廟建於1843年，認為是香港華人社
區首個用作「公所」的華人社區項目，供居民開會處理糾紛。1852年由一名葡萄牙人
Rangel在一個公開土地拍賣中購下91號地段，地段的界線正好與警察宿舍的地址相同。
Rangel圍繞城隍廟興建了約50間華人居住的房屋，並且名為Rangel’s Estate。後來
Rangel在1873年去世，政府於1876年購入其物業作興建中央書院的校舍。根據香港政府
於1877年1月6日刊登的憲報，城隍街10號一間有神像供奉的房屋，從而可以推斷出該房
屋有可能就是當時的城隍廟，惟香港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館的檔案主任確定有關憲報並無
依附任何平面圖。此外，地段第55、93、91及91A號 已被清楚標示在1856年的香港維1

多利亞城地圖上，但從測繪處所得的地圖中，並沒有任何早於1877年的地圖標示出城隍街
的街道號碼。因此，警察宿舍現址的範圍內並無確實的證據可以顯示城隍廟的具體位置。 

中央書院時期： 
      1862年中央書院在歌賦街建校，是香港首間由政府興辦的學校。國父孫中山先生亦曾
於歌賦街校舍上學，為中央書院創校以來第2746名學生。其後於1889年移遷到鴨巴甸街
與荷李活道交界，並改名為維多利亞書院。1894年再改名為皇仁書院。興建新中央書院前
的狀況，在1883年有關建議興建新中央書院的報告中清楚描述該址當時的狀況，報告指該
址的「外貌和形狀有點不適宜及令人感到沮喪，不單有南北走向的陡峭斜坡，東西走向亦
然」。報告又指出平台實際高度將以填築的方式作大幅度的修改，這顯示新校舍在動工興
建之前，很可能先進行地盤平整工程。署理輔政司史釗
域 於1885年9月26日刊憲，招標承辦新中央書院的建2

造工程。新中央書院於1889年8月落成及啟用，但工
務報告指出新校舍頂部因未有妥善蓋好，出現漏水的問
題。新校舍的設計為一幢「E」形的三層式建築，包括
：地庫、地下和一樓。書院分為東翼和西翼。日治期間，
書院被逼停辦，校舍成為日軍騎兵部隊司令部，其後遭
戰火嚴重破壞，並於1948年全面拆卸。皇仁書院於
1947年在堅尼地道重開臨時校舍，並在1950年遷至高
士威道，維多利亞公園對面的現址。 

 即警察宿舍的地段。1

 曾任中央書院第一任校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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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宿舍時期： 
      早期警隊只為較高級、西方及印度裔的警員提
供宿舍或租屋津貼。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開始為
已婚的員佐級警員 ，包括華裔警員，提供宿舍。1

因當時，香港人口急速增長，對警員的需求大增，
提供住宿希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隊，並且藉此
以提升前綫警員的士氣。1948年中央書院拆卸後，
於原址興建警察宿舍。第一所落成此類型的宿舍就
是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警察宿舍於1951年啟用，建有2幢宿舍大樓 提供140個一房及2

28個由兩房結合而成的單位, 並且附有1幢樓高兩層的少年警訊會所，佔地約6100平方米，
整體樓面總面積約15400平方米。警察宿舍屬長型設計，主要屬承重牆建築 ，每個單位均3

有獨立露台和廚房，每層均有公用走廊、公廁和浴室，供各住戶共同使用。60年代更加建
升降機方便上落。70年代各住宅單位擁有獨立廁所和浴室。低層平台亦有一座曾用作荷李
活道警察子弟小學 的建築物。前特首曾蔭權及其弟弟前警務處處長曾蔭培自小在這裡成4

長，出身於警察家庭的曾蔭權，一家八口曾居於此，當時他住在A座4樓314室。此外，現
任特首梁振英亦曾就讀於荷李活道警察子弟小學並住在
A座5樓H503室。 
      警察宿舍於2000年2月全面空置。空置期間曾被
借用以拍攝電影 。其中由陳可辛執導的恐怖片《三更5

之回家》差不多完全在宿舍內進行拍攝。當中最令人毛
骨悚然的就是觀眾原以為于輝(黎明飾)是在替全身癱瘓
的妻子(原麗淇飾)清洗身體，追看下去才發現那竟是一
具死去多年的屍體。導演巧妙地利用此建築物簡潔、實

用的現代主義建築空間，成功營造恐怖氣氛。空置數年後，政府曾在2005年初把警察宿舍
地皮列入勾地表，地皮佔地64,584平方呎，估價逾30億，建議在該處發展為住宅。其後指
地皮下埋有古物，於2007年10月將警察宿舍用地從勾地表剔出，為期一年，以探討活化此
用地的可行性。 

 即初級警務人員。1

 警察宿舍有兩棟大樓分別為A座和B座。2

 指建築物內少用支柱或橫樑。3

 後來改變為中區少年警訊會所。4

 包括：《全職殺手》及《三更之回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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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其趣事̶「胡哩胡塗」警察宿舍  
早期入住警察宿舍的很多
是威海衛警察包括特首梁
振英父親，他們的廣東話
發音不正，把荷李活道宿
舍讀成「胡哩胡塗」宿舍，

很多人更戲稱該處為「胡哩胡塗」警察宿
舍，荷李活道亦稱為「胡哩胡塗」。



發掘文物及活化的過程 
發掘時期： 
      古物古蹟辦事處 曾在該址進行數次勘測。2005年1

12月，古蹟辦對該址內的架構物進行初步評估，並發現
該址被不同時間建成的多種類型擋土牆和圍牆所包圍。
古蹟辦在沿士丹頓街和鴨巴甸街的現有圍牆進行初步勘
測，以測定其建造物料和方法。古蹟辦在該址內和該址
周圍發現中央書院遺跡，包括圍牆和擋土牆的花崗石軸
和基座、擋土牆的牆角石、連接各平台的梯級等。2006
年1月，古蹟辦進行進一步的勘測。2007年3月19日至
7月25日，政府有關方面對中央書院舊址進行考古調查。古蹟辦根據大量歷史文獻，在接近
600平方米的範圍進行發掘工作，最深至地面以下4米。工作人員發現，有近40%的中央書
院地基遺址在舊警察宿舍停車場地面以下，包括一些舊石級。發掘出來的遺址還包括地下
渠道、牆基、板灰牆，部份石條上更有當年印上的墨字蹟。另外，工作人員發現大量遺物，
包括一些珍貴的瓷器碎片、銅錢、鋪地瓷磚等。 
      古蹟辦認為學校地基遺跡的文物價值，可以按其真確性和完整性予以估評。地基牆花
崗石塊的定線，基本上與1883年的設計圖吻合，而且大致上顯示出地基的構造。這些埋於
地下的結構，加上地面上的歷史構築物，組合成該址完整的歷史配置，有助反映中央書院
的歷史。 

活化時期： 
      調查完成後，古蹟辦按照現行保護考古和歷史文物的機制，將前中央書院遺址列為具
考古研究價值的地點。政府亦從勾地表中把警察宿舍用地剔出，以探討活化的可行性。在
2008年2月至5月期間，進行了為期三個月的公眾諮詢，收集市民對活化該址的意見，而普
遍所收集的意見，都是認為應保存兩座宿舍。時任特首曾蔭權在2008年10月《施政報告》
中，決定將地皮從勾地表正式剔除，並且指定把用地活化作創意產業及有關教育用途。在
2009年10月《施政報告》中，特首進一步宣布把地皮列入「保育中環」計劃的八大項目之
一。其後，古諮會於2010年11月把警察宿舍列為三級歷史建築。同月，政府把警察宿舍的
活化項目交由同心教育文化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聯同香港理工大學、香港設計中心和職
業訓練局轄下的香港知專設計學院，活化為「元創方」，並作為標誌性創意中心，希望能
夠為香港的創意文化發展注入活力和建立創新的平台。2012年在建築署的監督下，活化工
程展開。 

 古物古蹟辦事處隸屬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是一個專責歷史文物保護及教育的部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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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宿舍活化後的現況 
元創方時期： 
      2014年，這裡變身成為香港創意設計地標「PMQ元創方」 ，致力把PMQ打造成為香1

港創意產業的輝煌標誌，在區內綻放耀目光芒、讓香港的優質品牌光芒四射，並成功開拓
國際市場和提升社會各界認識和支持設計及創新的價值。PM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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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Q
的工作重點是活化具有歷史價值的建築群，成為獨一無二及極具吸引力的創意產業中心。
藉此宣揚「創作企業家精神」把創意轉化為商機，以培育更多本地創作企業家及設計師，
並致力向社會各界推廣創意及設計的精神，推動本地的創意文化。其活化及營運資金主要
來自同心基金捐贈的一億港元。雖然特區政府負責進行原址的基本結構及屋宇裝備工程及
支付有關工程的費用，但作營運機構元創方管理有限公司仍需承擔支付政府工程以外的修
葺工程及裝修費用。故管理公司需要經常性收入作為營運資金。因此商戶租金是支持日常
管理、營運及維修等開支的主要收入來源。 
      PMQ的兩幢主樓Hollywood和Staunton，分別以其相鄰的街道̶荷李活道及士丹頓
街之英文名命名。兩幢主樓於4樓互通，方便穿梭往來。PM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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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除短期租出予推廣之用的「Pop-upStore」，現有
百多個單位和餐飲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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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單位約大四百呎，月租一萬元起，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公布2012年中上環乙級寫字樓
月租訂定，本地新進設計師會獲兩至五成租金優惠，並有管理費和水電費等補貼。PMQ租
戶必須通過遴選委員會審批，租戶評審準則是創意和商業元素各佔45%，對PMQ貢獻則佔
10%。租約為期兩年，約滿後承租的設計師或機構須重新申請及審批。同時，租金優惠只
給予本地或新晉設計師，本地知名設計師或海外設計師則須支付市值租金，約一萬八千
元。因此租戶大多為本港新晉創作企業家為主，提供中高檔次的創意禮品、自家設計時裝、
生活家品，以及產品、平面、品牌及包裝等一系列設計服務，且設有咖啡店及餐館。當中
本地著名原創品牌Chocolate Rain也在PMQ開設了全港第一家本地創作的主題餐廳。歌手
古巨基及其妻子亦於PMQ經營了一所甜品麵包酥餅店。 
      此外，PMQ亦會定期舉辦一些大型的活動，以
增加人流。開業至今的活動包括： 
❖ PMQ Night Market 
❖ 「1600熊貓遊香港．創意X保育展」 
❖ 「安德蕾·普特曼 ‒ 風格大使」大型回顧展 

 下稱PM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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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賞燈會 
❖ Clockenflap預演派對Miniflap 
❖ 元創方潮型萬聖節 
      活化及保育方面，PMQ保留了警察宿舍的兩座的
宿舍及少年警訊會所，另外在A座和B座間之中央廣場
上興建一個600平方米的多用途會堂"QUBE"，4樓平
台則設空中花園作為通道連接，並名為「智方」。而
地下對出的廣場空間前身為操場和停車場。活化後變
身為佔地面積1000平方米的"Aberdeen Courtyard"
及"Marketplace"廣場，而連接兩座宿舍之間的天幕
則採用特殊玻璃，可阻擋紫外光，方便市民在地面平台乘涼。警察宿舍採用半開放式設計，
原本的廚房設於單位外的走廊，現用作展示商戶的藝術品及貨品外，亦可作為閒座區，讓
遊人隨意休息。而洗手間則設於各樓層左右兩端，另附設升降機方便上落。PMQ雖然更改
了不少地方的用途，但也保留多個歷史遺跡，包括警察宿舍正門、中央書院的石級與石牆、
前中區少年警訊會所、中央書院入口石柱及柱座等。在中央廣場下更開闢了地下展示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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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座5樓H503室 設置展覽區播放前警察宿舍居民訪問的短片並展示一些1

警察宿舍的舊照片，並且在展覽區對出的通道亦展出了由皇仁舊生會永遠名譽會長何鴻燊
贊助的1：75中央書院校舍大型模型。 

 現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於警察宿舍時所居住的單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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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會活化警察宿舍為元創方？ 
      因警察宿舍用地獨特的位置和豐富的歷史背景，因而有潛力發展成為匯聚創意人才的
標誌性創意中心。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在2007年《施政報告》中公布，警察宿舍用地將從
供申請售賣土地一覽表中剔出為期一年，讓各界提出活化建議。政府隨後廣泛徵詢主要持
份者(包括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中西區區議會、古諮會、旅遊業策略小組、旅遊業議
會、市區重建局和香港建築師學會)的意見，並在
2008年2月至5月進行為期3個月的公眾諮詢活動。
其後，行政長官在2008年《施政報告》中公布，政
府決定正式把警察宿舍用地從供申請售賣土地一覽表
中剔出並予以活化，作創意產業和教育用途。活化的
詳細原因有以下數個： 
1.獨特地理位置 
警察宿舍用地毗鄰中區多個歷史地點和歷史建築物（包
括：中區警署建築群、文武廟、東華東院、樓梯街
等）、現時荷李活道一帶的文化及創意產業商戶（例
如：古董店和藝廊等），以及荷里活道南面的蘇豪和蘭桂坊區多采多姿的文化景觀。政府
為善用上述優勢，為項目定出3項目標，就是文物保育、推動創意產業和提供鄰舍休憩用地。
警察宿舍用地在活化後能彰顯其歷史價值、產生創意產業活動的新焦點和滿足該區對更多
優質休憩用地的需求，並讓區內的文物、文化和旅遊各方面產生協同效應，帶動人流。 
2.PMQ帶來多方面的效益（包括物質和非物質） 
(a)文化效益：旨在保留警察宿舍用地內現有的3幢現存建築物及前中央書院的牆基遺跡。中
庭地底設置的地下詮釋區將有助彰顯該址建築和考古文物的歷史價值，讓市民大眾有機會
近距離觀看前中央書院的遺跡，並了解與警察宿舍及前中央書院相關的各段歷史。 
(b)增進創意及旅遊業的發展：會把荷李活道、蘇豪區和蘭桂坊一帶蓬勃發展的文化和創意
產業商戶群組匯聚起來，成為創意產業活動的焦點，營造區內的創意文化氣氛。PMQ將會
成為各個創意產業商戶進行創作、展示和營銷其創意產品的平台，並會舉辦多項創意和文
化有關的活動，以吸引本地人士和海外遊客，成為一個香港新的地標。 
(c)增加公共休憩空間：警察宿舍用地會提供各類公共設施，包括約1400平方米的園景美化
休憩用地、展覽廊及配套餐飲設施等，給予公眾使用。此外，3幢現存建築物、前中央書院
的牆基遺跡及園景美化休憩用地均會向公眾免費開放。PMQ的創意工作室亦歡迎公眾免費
參觀，使市民大眾在閑時有多一個的休憩地方。 
(d)製造就業機會：創意工作室、管理公司及配套餐飲設施日後將會聘用員工，PMQ項目因
此可創造約六、七百個職位，從而製造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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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宿舍活化後的批評 
      警察宿舍活化的主要目的需是希望令大眾了解更多關於警察宿舍的歷史背景、製造一
個地方給本地設計師建立工作室和希望方便周邊的居民。可是，警察宿舍在活化為PMQ
後，卻在建築設計、管理和活化的原意等，多方面出現了一些缺點，引起不同的市民、團
體，以致部分立法會議員不滿。問題有以下數項： 
1.違背活化的原意 
警察宿舍活化的原意被違背，由原來希望製造一個地方給本地設計師去以便宜的租金租用，
變為由一些名店進駐。此外，活化的目的更包括令公眾了解更多關於警察宿舍及前中央書
院的歷史，並且設立地下展示廊向公眾顯示前中央書院地基遺蹟。可是，不少的團體都指
出PMQ對警察宿舍的歷史及考古遺址的詮釋不足，並且完全抹去數年前民間各界介入爭取
保留的往事，而且更有市民批評PMQ逾八成單位均是商舖，像翻新多於保育。 
2.設計方面的缺陷 
有政黨發現，PMQ地下展示廊的玻璃天窗竟是平台的通透地板，使展示廊內不但能一睹地
基遺迹，平台地板上女士的裙下春光亦一覽無遺。此外，PMQ兩座大樓的樓梯亦採用中空
設計，梯級與梯級約有5吋空隙，於斜下方仰視，便可窺看梯間的情況，着裙女士跨步踏上
樓梯，隨時春光乍洩。再者，樓梯兩旁更用上玻璃圍欄，如果穿上裙的女士們接近圍欄，
同樣有機會走光。PMQ林林種種設計上的問題令不少的女士憂慮。但PMQ發言人則稱，地
下展示廊上方設玻璃地板，旨在讓公眾能多角度欣賞中央書院地基，已在玻璃地板旁邊張
貼告示，提醒訪客「留意下層拍照」，而主樓中空設計的樓梯正進行優化工程，改善走光
問題。有立法會議員對此表示關注，認為PMQ在建築設計上使用玻璃或反光物料會製造走
光黑點，加上PMQ作為開放予公眾的創意產業中心，會吸引不少女士入場參觀，管理公司
不應漠視女士走光風險，促請盡快改善。 
3.影響周邊居民 
PMQ有時會舉行「中環夜市」以吸引人們前來PMQ參觀，由傍晚開始直至晚上11時，節
目包括露天音樂會，零售攤位，亦有廚師及調酒師供應食物及雞尾酒等。因活動在戶外進
行，音響和人群製造大量噪音，傳出的聲浪令附近居民難以安寧，甚至活動結束後仍傳出
聲響，擾人清夢。再者，由於場內有酒精飲品出售，令PMQ附近的地方有酒客聚集，引至
周邊環境變得雜亂，品流複雜，且易有人醉酒鬧事，令附近的居民怕PMQ是繼蘇豪區及蘭
桂方後，另一個酒吧區。事件亦令人關注，經活化後的古蹟，最終只是供遊人吃喝玩樂的
場所，保育則變為配角，令PMQ仿似淪為另一個商業項目。不是為提供休憩空間給附近的
居民，反而為附近的居民帶來煩惱。惟PMQ發言人指，提供場地舉行夜市是希望讓公眾認
識PMQ及為區內零售活動注入新動力。在過去的活動，管理公司已採取一系列監控措施，
包括檢測場內聲音分貝值、派工作人員不時觀察場內人潮等，減少對附近居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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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香港歷史建築活化發展用途的可行性 
      未來香港歷史建築活化的發展用途有很多的可行性，例如：可把歷史建築活化成商場、
博物館、遺址、酒店等，也可以參考其他地方的良好範例（詳見下表）。 

      就以與香港船程55分鐘的澳門為例，它的歷史背景與香港十分相似，都是屬於其他西
方國家的殖民地，同樣也有很多歷史建築見証着澳門的變遷。但是，活化歷史建築的規劃
卻比香港完善。它們專責成立一個文化局，去處理有關文物保護方面的工作。其中，德成
按更是當中最成功的一個例子，因為這個歷史建築物榮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物古蹟保護
奬榮譽奬。它得到這個榮譽並不是僥倖，而是澳門政府在文物保護下苦功後所得來的成果。
所以香港可以借鑑其他地方良好的示範，為未來的保育工作打好基礎，以更全面及更多角
度的方向去為歷史建築進行活化。 
      另外，由於香港土地的需求十分緊張，土地供不應求。如果把香港的歷史建築活化成
其他用途，既不用徵收土地，又可以把歷史悠久的建築物改變成一些切合社會需要的設施，
可以是公共休憩空間、展覽場地、表演場地、診所等。何樂而不為呢？因此，未來香港歷
史建築發展的方向，應該從一個既能夠保育歷史建築物又能滿足一些市民大眾慾望的方向
發展，政府應該徵詢一些地區的意見，舉辦一些諮詢會，甚至徵詢區議會的建議，確切地
了解市民的需要，盡量滿足該區市民的期盼。例如歷史建築物所處的地區，有迫切的老人
院宿位需求，政府就應考慮把該建築物改變用途為護老院，去滿足該區的居民。其實，香
港亦有這些類型的活化例子，例如把舊赤柱警署1

活化成一所超級市場。未來應該朝著這個方向去
發展，以善用這些土地資源，增加歷史建築的實
用程度。避免出現，活化後使用率或參觀人數偏
低的情況，浪費這些寶貴的土地資源及歷史悠久
的建築物。 

活化的地方

原有用途 典當舖 清朝皇家廷園 大型樓房
活化後用途 典當博物館 

金庸小說圖書館
遺址公園 酒店 

商店

!
福建⼟土樓

!
澳門德成按

!
北京圓明園

 舊赤柱警署被列為香港法定古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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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歷史建築可改善的地方 
       其實，現今政府活化歷史建築物的時候，仍然有不少可以改善的地方。例如可以改善歷
史建築附近的交通配套、宣傳、歷史建築的配套設施（例如：洗手間、無障礙設施）、建
築物的安全結構等。以至在政策上也有很多可改善的地方。 
      就以是次專題研習所研究的地方PMQ為例，其中也有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在交通配
套方面，沿途途經PMQ的巴士只有一條，而且巴士的班次比較疏落，如果想乘搭港鐵，則
需要在下車後走一段長而斜的路才能夠到達PMQ。試想想如果有一些上了年紀的人士要前
往PMQ參觀的話是十分不方便。此外，PMQ附近的道路，行車線只有兩條，而且有時更會
被一些私家車佔據了其中一條行車線，所以實際可行車的只有一條。如果PMQ有大型活動
舉辦，附近的道路亦會因為市民從四方八面前往PMQ而造成擠塞。宣傳方面，PMQ只是在
有大型活動舉行時人流才比較多，平日的人流則十分稀少，所以有關機構應該加強向市民
宣傳這些歷史建築或把附近的歷史建築群串連起來成為一條歷史建築步行徑，以增加市民
對這些歷史建築的認識和增加歷史建築的人流。設計方面，更有不少關於個人私隱的問題
出現。通過PMQ這個例子，就足以證明政府在探討活化可能性時巳出現了不少的漏洞，顯
示政府在規劃或審批有關項目的時候十分魯莽和草䔞，沒有仔細地研究，導致在活化後出
現了不少的問題，影響各個持份者。因此，政府應該早在規劃活化用途時，同時規劃附近
的配套設施，並增加對歷史建築的宣傳，進行多方面的研究，去找出一個對附近居民、商
戶甚至參觀者的影響最低的方案，為歷史建築進行活化。避免在活化後才發現出現不少的
漏洞，介時再補救，就來不及了。 
      除了在活化項目上有可改善的地方，其實還可以從政策上着手改善。有很多的項目，
例如皇后碼頭、永利街等，政府都被指沒有充分諮詢市民的意見，就自行決定項目的去向，
被受各方批評。其實，有關機構應考慮延長諮詢期限，並舉辦多場的諮詢會，以聆聽或收

取更多市民對活化項目的意見，並且在決定計劃後再三
改善，以盡量去滿足大部份市民的意見。或者與一些自
行組織的團體接觸，例如中西區關注組等聯絡，了解他
們對活化歷史建築的詳細意見。改善這些關於政策上出
現的問題。減低政府與不同人士對活化歷史建築上的分
岐及矛盾，分解市民對計劃上的誤解，藉此讓政府表
現他們是會考慮及關注市民大眾的訴求及意見。同時，
政府亦應派出更高級的官員，落區與市民見面，直接
了解市民的意見，並告訴市民政府並不是敷衍大家，
浪費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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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為歷史建築吸引人流？ 
      其實PMQ的人流相比起其他的歷史建築，例如：前荔枝角醫院、芳園書室、前北九龍
裁判法院和雷生春等的人流只是「小巫見大巫」。其中芳園書室開業一年，僅得約4,290人
次，平均更只有每日11人次參觀。究竟除了舉辦大型活動又可以如何去吸引更多的人流參
觀這些歷史建築呢？我們提出了以下數個的建議，以增加歷史建築的人流，令歷史建築不
再好像以前那麼「旺場」。 
1.免費交通接送 
歷史建築的管理公司可在歷史建築附近的港鐵站或大型地標提供一些免費穿梭巴士來往這
些歷史建築物，方便遊人前往這些歷史建築，並不會因歷史建築所在的位置遍陋而有所卻
步，以吸引更多人流前往。 
2.手機應用程式 
隨著各式各樣的智慧型裝置的普及，不少人都「機不離手」。這些歷史建築可以製作一些
手機應用程式，介紹歷史建築的一些資料，並加入一些能與用家互動的功能，例如：擴增
實境（簡稱AR）、近場通訊（簡稱NFC）等。將智能裝置對準歷史建築內具有AR或NFC
功能的展品或宣傳物品如海報、圖片、畫作等，能偵測出3D效果或動畫或傳送一些信息給
參觀者，過程中與參觀者產生互動，令參觀者對歷史建築留下好感與深刻的印象甚至延長
逗留時間。更可以配合其他推廣活動如抽獎活動等，誘使參觀者積極參與活動，從而提高
歷史建築的口碑及人們再度參觀的機率，吸引人流。 
3.與本地旅行社合作 
有關機構可與一些本地旅行社合作，舉辦旅行團讓一些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來參觀香港歷
史建築，並且支持一些在歷史建築內開業的商店。此外，與本地旅行社合作舉辦旅行團，
同時也可以增加歷史建築的人流。如果希望旅行社舉辦旅行團前往這些歷史建築，政府可
以向旅行社提供一些優惠或資助，例如：豁免入場門票、提供一些交通補貼等，以吸引旅
行社把這些歷史建築編入旅行團行程中。 
4.到社區或學校進行宣傳 
政府或歷史建築的管理公司可到學校或一些屋苑舉辦一些活動，例如：講座、派發一些小
冊子等。去宣傳一下這些歷史建築，並且能夠邀請一些學校或屋苑舉辦一些考察團前往這
些歷史建築參觀或吸引學生或居民在空餘的時間前往這些歷史建築遊覽。 
5.成立歷史建築保育基金 
其實，歸根究底還是要靠政府對歷史建築的支持。因此，我們建議政府成立一個歷史建築
保育基金，藉此津貼有關機構為歷史建築進行宣傳，管理公司不用擔心金錢的問題，可以
為歷史建築進行宣傳。根據特首梁振英在2015年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指政府將會研究落
實古諮會就歷史建築保育政策檢討所提交的建議，包括準備成立歷史建築保育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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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分析 
      是次問卷調查的目的是為了了解香港歷史建築保育的政策及人們對歷史建築認識度。
可惜，問卷調查亦受到不少的限制，包括：受訪者主要來自學校，故未能全面反映社會大
眾的意見。是次的問卷調查在2015年1月26日至1月28日在寧波第二中學進行。我們是次
的問卷調查合共收到65份。以下為問卷結果： 

      根據以上的資料顯示，在65份的問卷中有42%的受訪者是男性，有58%是女性。是次
問卷調查，女受訪者較男受訪者多。受訪者的學歷，有23%是初中，64%是高中，擁有大
專或以上學歷的受訪者則有13%，並没有受訪者的學歷是小學或以下。 

      根據以上資料顯示，在65份的問卷中有78%的受訪者曾去過香港的歷史建築，有22%
的受訪者沒有去過香港的歷史建築。有較多的受訪者曾去過香港的歷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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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學歷

大專或以上 
13%

高中 
64%

初中 
23%

小學或以下
初中
高中
大專或以上

表3

表1

性別

女 
58%

男 
42%

男
女

是否去過香港的歷史建築

不是 
22%

是 
78%

是
不是



       

       根據以上資料顯示，初中受訪者中，有19%對香港歷史建築保育方面全無了解，為三
個教育程度中最高。高中受訪者中，分別有46%和20%的受訪者指出他們對香港歷史建築
方面的了解一般和頗清楚。而大專或以上的受訪者對香港歷史建築保育方面的了解，則有
38%指不太清楚，有63%指一般，其中更是三個教育程度裏唯一一個組別没有受訪者指出
他對香港歷史建築保育全無了解。由此可見，學歷越高的受訪者對香港歷史建築保育方面
有較深的了解。

      根據以上資料顯示，在65份問卷中，有89%的受訪者認為香港歷史建築保育措施並不
足夠，只有11%的受訪者認為香港歷史建築保育措施足夠。顯示大部分受訪者均認為香港
歷史建築保育措施不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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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教育程度對香港歷史建築保育的了解

初中

高中

大專或以上

0% 25% 50% 75% 100%

20%

13%

63%

46%

38%

38%

20%

31%

15%

19%

完全不知道
不太清楚
一般
頗清楚
非常清楚

表5

表4

香港歷史建築保育措施是否足夠

不足
89%

足
11%

足夠
不足夠



     根據以上資料顯示，有54名受訪者認為活化歷史建築帶來的好處是能彰顯歷史建築的價
值，有52名受訪者認為帶來的好處是能增進旅遊業發展，有29名受訪者認為帶來的好處是
能製造就業機會，有19名受訪者認為帶來的好處是能增加休憩空間，亦有2名受訪者認為能
帶來其他的好處，包括：延續「集體回憶」及增加公共空間。 

      根據以上資料顯示，有42名受訪者認為可提供免費交通接送以增加歷史建築的人流，
有40名受訪者認為與本地旅行社合作提供旅行團前往歷史建築可增加歷史建築的人流，有17
名受訪者認為可設立手機應用程式以增加歷史建築的人流，有41名受訪者認為可到社區或
學校進行推廣以增加歷史建築的人流，有27名受訪者認為成立歷史建築保育基金以津貼管
理公司為歷史建築進行大規模的宣傳從而增加歷史建築的人流。另外，亦有1名的受訪者認
為可製作一些有關歷史建築的影片，以為歷史建築進行推廣增加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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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除舉辦大型活動外，可如何為歷史建築增加人流

提供免費交通接送

與本地旅行社合作

設立手機應用程式

到社區或學校推廣

成立歷史建築保育基金

其他

0 12.5 25 37.5 50

表6

活化歷史建築可帶來的好處

彰顯其歷史價值

增進旅遊業發展

製造就業機會

增加休憩空間

其他

0 15 30 45 60



實地考察結果 
      為了能夠對PMQ有更加深入的了解，我們決定到PMQ進行考察，藉此希望能夠幫助我
們完成是次的專題研習，並加深對PMQ的認識。以下是實地考察的詳情： 
參觀日期：19-12-2014（星期五） 
參觀時間：2:00p.m.-3:30p.m. 
出席組員：蔡董燃、張希晴、朱茵宜、蔡依彤 
缺席組員：曾靖喬（因出席學校合唱團練習） 
行程表： 

                                                                            
考察重點： 
1. 觀察PMQ人流 
2. 參觀PMQ的地下展示廊、商店及其他歷史遺址 
考察結果： 
1. 由於我們於星期五下午到訪PMQ，人們可能需要上班未能前往PMQ參觀，加上其地理

位置歧驅，四周都是斜路，而且縱橫交錯，不熟悉其位置
的人未必能到達，所以人流比較稀少。我們於商店樓層計
算2分鐘有多少人經過，結果連同我們4人，2分鐘內只有7
人經過。PMQ的人流十分冷清。 

2. 在商店方面，商店內的商品都十分精緻，但略嫌昂貴，顧
客未必會購買。而在地底的地下展示廊指示不足，我們需
找15分鐘才能找到其位置。而其他歷史遺址亦沒有特別表
示，只是在其中一個單位設置展覽，介紹警察宿舍的歷史。 

建議： 
1. 詳見P.12 
2. 管理公司可增加指示牌，指示參觀人士前往各個地方。

或增加職員指引參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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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在今次的專題研習中，我們發現政府在活化歷史建築時有很多的漏洞，例如：影響附
近居民、設計不周全、喧賓奪主 等。其實，政府活化歷史建築是希望帶動人流、振興旅遊1

業的發展、增加休憩空間、彰顯歷史建築的價值，甚至製造就業機會等。可是，政府的
「如意算盤」似乎就不能打通了。因為在活化後，歷史建築的人流一如以往的「熱鬧」，
投放在歷史建築上的資金，恐怕全都掉進大海裏。 
      要改善上述的問題並不是沒有方法去解決的。其實，政府可以參考其他地區活化歷史
建築的例子，鄰近地區澳門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因為其歷史背景與香港較為接近，有些
歷史建築也是一樣柔合中西文化，並且有一套完善的計劃去活化歷史建築，十分值得香港
政府去借鏡。至於如何去為歷史建築增加人流，除了舉辦大型活動外，還可以提供一些更
便捷的交通配套以至追上潮流設立一些手機應用程式，甚至還回基本步到社區或學校進行
宣傳等措施，都能夠為歷史建築增加人流。長遠來說，為免浪費這些歷史建築的用地，政
府應該把歷史建築的用途改變成一些切合社會需求的設施，既能保育歷史建築又能滿足市
民的需求，使用土地資源。 
      我們在問卷調查中發現，有78％的受訪者曾去過歷史建築，有22％的受訪者則沒有去
過歷史建築，雖然曾去過歷史建築的受訪者比沒有去過的受訪者多，但是如果按比例去計
算的話，全香港人口 中只有約567萬的人到過歷史建築，有近160萬人從未去過歷史建2

築，所以政府應多推廣歷史建築，讓更多市民前往，增加歷史建築的人流。另外，大部分
的受訪者對香港歷史建築保育情況的認識較為片面及認為政府對歷史建築保育的措施並不
足夠，顯示政府需要加強對市民的宣傳，以加深他們對歷史建築保育的認識。同時，政府
也應該增加一些對保育歷史建築的措施，去保留一些極具歷史價值的建築物，以免破壞這
些歷史建築的完整性。 
      特此鳴謝以下人士（排名不分先後）：梁劍青老師及所有問卷的受訪者，抽空其保貴
的時間去協助我們進行是次的専題研習。 

 像翻新多於保育。 1

 根據統計處資料顯示，至2014年年底香港人口約有726萬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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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長的話 
      前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元創方、PMQ等，在我未完成這份專題研習前通通都是一
些不認識的地方。但是當我經過製作這份專題研習後，讓我對這些歷史建築物都有更深的
認識，例如：它的歷史背景、活化後的面貌、活化後的批評及可改善的地方等。甚至更到
PMQ進行實地考察，去更深入地的了解它。通過今次我對這些歷史建築的了解，讓我知道
這些歷史建築的資料及近年香港保育的發展。同時，也令我得知政府其實還有很多可以改
善的地方，去減少對附近的居民影響，所以我希望政府可以儘快改善這些問題，不要浪費
這些歷史建築。 
      此外，我在是次的專題研習中，亦很感激我的組員，因為沒有他們的努力，就不會有
這份精美的專題研習。雖然，初時他們並没有如期繳交他們要負責的部分或是把吩咐做好
的工作草草了事就算。但是，最終他們都是把工作做好，不用我再三催促。我們在專題研
習中，有很多時都為了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而爭持不下，有一次我更發了很大的脾氣。我
們最後都會心平氣和地再次討論解決問題的方法和檢討自己可以在事情中可以做得更加好
的地方。正所謂：「經一事，長一志。」，讓我知道單單互相爭持不下是無法解決問題的，
而是需要組員間互相的專重和磨合才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 
      在今次的專題研習中，有很多事都是要親力親為，製作亦一年比一年認真，由報告去
年的十多頁變為廿多頁，更需要自己去計劃實地考察的過程，令我學會如何仔細地規劃好
事情。 
      另外，我也要向我們組的顧問老師̶梁劍青老師。在我們在這份專題研習中遇到困難
的時候，給予我們一些寶貴的意見，例如：告訴我們下午到PMQ較好。而且，在我們請他
幫忙派發問卷給4D班的同學填寫時，他二話不說便答應了我們，並在第二個小息就收好，
幫助了我們很多。 
      總括而言，在這份專題研習中讓我學會怎麼去跟別人一起合作、討論，更加讓我了解
了很多關於PMQ及香港歷史建築保育的事。展望未來能夠有更加多的歷史建築，都能受到
別人認識，而不是擺在一旁寂寂無名的廢棄建築物。在有空的時候，我也會到訪不同的歷
史建築，希望認識更多關於它鮮為人知的一面。下年度將會由自己一個完成專題研究報告，
希望經過吸取今次製作這份專題研習的經驗，介時可以把專題研習的內容弄得更加豐富和
精美。 

蔡董燃 3B (33) 

⾹香港歷史建築與保育：「荷」去「荷」從
中三⼄乙班 張希晴 蔡依彤 朱茵宜 曾靖喬 蔡董燃             �20



組員的話 
張希晴（8） 
      專題研習一直是我最不願意接觸到的事，因為我認為這是一件十分無聊的事。現今生
活中，很多資料只要在互聯網上搜尋一下，就有一系列相關的資料羅列出來，何必費心作
個報告呢？但是這次的專題研習卻與其他的不同。這次的專題研習是跨科的，分別牽涉到
了地理，通識，歷史等幾個我較感興趣的科目。我們要研習一個香港歷史建築的資料，僅
僅是這個題目，就讓我產生了莫大的興趣了，所以在專題研習的過程中我都十分的興奮。 
      我們組一致選擇了PMQ作為這次的研習目標。PMQ是香港的創意中心。它的前身是前
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位於上環荷李活道。是香港的兩任特首̶曾蔭權和梁振英也是在
這裡長大成人的。實地考察是我在這次專題研習中最喜歡的一個環節。PMQ的內部是一個
個商店，售賣的貨品多是經店主設計的，獨一無二且精緻特別，林林總總，令人目不暇給。
雖然貨品的價錢昂貴，但所謂「一分錢一分貨」，如果我當天不是沒有帶多餘的錢去，必
定會滿載而歸的！遺憾的是PMQ雖然貨品精緻有創意，但人流卻不多。而事實上，如果不
是有組長這位「人肉地圖」，我想我們早就已迷失在PMQ附近縱橫交錯的道路中了。在實
地考察過後，我們開始着手於問卷調查中，並發現大部分受訪者都對歷史建築沒有太大的
認識。因此我們更加著力於這方面，希望能讓別人更了解香港這些寶貴的歷史建築。 
      這次的專題研習令我獲益匪淺，不止對PMQ有了深入的了解，更了解到一個歷史建築
能帶來多大多少的好處，希望政府多宣傳歷史建築，使市民的保育意識提高。 

蔡依彤（12） 
      經過這次的專題研習研究香港的歷史保育建築，我去了我以前從來沒有去過的地方̶
PMQ元創方，這是兩任特首曾蔭權及梁振英兒時成長的地方。但我覺得現時香港的歷史保
育的設施仍然未夠完善。以我們是次探究的PMQ為例，我們乘搭的巴士到半途要下車走上
去，那裡的斜坡是很陡峭的，當我們去到的時候，並沒有太多人在PMQ，有可能是因為當
時我們去的時候是星期五，所有並沒有人放假，但我認為這是不相干的，因為若是名氣高
的話人流就一定會多。雖然有琳琅滿目的商品但商店裏是沒有人的，讓我不禁懷疑是政府
對保育歷史建築不夠完善、交通不方便還是市民並不關注香港的歷史保育呢？然而在我們
的問卷內亦顯示，有大部分的受訪者都認為政府對香港的歷史保育仍不足夠。 
      我認識到PMQ中的商店有很多種類，例如：有教授如何整甜品的商店、飾品店、服裝
店等。雖然說PMQ人流不是很多，但PMQ卻薈聚了很多設計師或藝術家所創立的品牌。我
們亦參觀了地下展示廊，這主要是由中央書院發掘出的兩段最長的花崗岩地基遺蹟所組成
的。PMQ的前身雖然是警察宿舍，但經過活化後，變成了PMQ這個特別的地方，我認為
PMQ是一個很值得推介的地方，所以我會把它推介給我的朋友及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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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茵宜（14） 
      通過此次專題研習，我學會了很多課外知識。除了增加了對香港的歷史建築的認識外 
，也令我對作為一個團隊工作有更深刻的了解。這次專題與之前完成的眾多專題的不同之
處就是跨科進行。這是一個新嘗試，可以以一個主題，從而了解到各種科目的各種知識。   
      我們選擇的題目是前荷里活道已婚警察宿舍̶即是現在的PMQ，在整份專題研習令最
深刻的地方當然是實地考察。當天我們到達元創方，第一件留意到的是人流十分稀少，儘
管在PMQ的近門口位置有活動進行亦不能吸引人流，經過長長的走廊亦一樣，只有寥寥可
數的行人走過，令我大為驚訝，我認為人流稀少與到達PMQ需經過的長並斜的斜路是有關
係的。另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在進行問卷調查時，我們收集問卷後發現向來經驗豐
富的老師亦對香港的歷史建築這主題並不太認識。這兩件驚訝的事件讓我覺得政府對保育
香港的歷史建築嚴重不足，不論在環境或是教育方面，至今已出現過不少市民不滿政府拆
卸或重新規劃歷史建築而進行一些抗爭活動，雖然有一部分成功，但更大部分的是失敗，
如皇后碼頭。城市發展真的比歷史建築重要嗎？ 
      在進行這份専題研習期間，我們組的組員曾為不只一個問題爭持不下，各執己見，但
最後也會討論出最佳的解決方法，令我明白到學校要求學生進行専題研習的原因是令學生
學會溝通和尊重他人的意見。   

曾靖喬（31）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有很多機會可以看到不同的歷史建築，例如：砵甸乍街等。但其
實我們對這些歷史建築又有多少認識呢？有多少人知道該如何保育它們呢？這次專題研習
的主題是歷史建築和保育的關係，透過這個專題，加深了我對它們的認識。 
      我們研究的是前荷里活道已婚警察宿舍。警察宿舍於1951啟用，在2010年把它列為
三級歷史建築並於2012年開始展開活化工程。在2014年變成香港創意設計地標̶PMQ。
在這個專題中我得到很多不同有關PMQ的知識。例如得悉其歷史和活化的原因。 
      在專題研習中令我最感到遺憾的是我因合唱團練習而不能與組員一起到PMQ作實地考
察。但是我能從組員們的實地考察報告中加深對PMQ的認識。在PMQ內有很多不同的商店，
雖然商品昂貴，但十分精緻，令我盼望能到此一遊。日後若有機會我必定會到PMQ逛逛。 
      在問卷調查中，我發現在65人中有22%的受訪者都沒有去過香港的歷史建築，人數是
頗多的。大部份受訪者更對歷史建築沒有清晰的了解。我認為政府應從不同方面去加深市
民對歷史建築的認識以及令他們了解保育歷史建築的重要性。我認為政府可以先從學生入
手，最簡單的方法莫過於到學校進行講座。另外也可以到不同屋邨舉辦攤位遊戲等活動，
加深市民的認識。 
      最後，我認為這次的專題研習實在令我增加了對歷史建築和PMQ的認識，並且希望我
日後能到訪不同的歷史建築物，增廣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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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sec/library/0708in06-c.pdf
http://www.amo.gov.hk/form/AAB_Paper131_hollywood_annex_c.pdf
http://www.amo.gov.hk/form/PMQ-HIA-vol_01-BHIA.pdf
http://www.aab.gov.hk/form/AAB_Paper133_central_school_c.pdf
http://www.aab.gov.hk/form/153meeting/AAB153-7-Annex%20A-chi.pdf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tc/see-do/culture-heritage/historical-sites/colonial/pmq.jsp


附錄 -- 問卷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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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會議記錄
開會日期 討論事項 結果

2014年11月3曰 1.組員分工安排 
2.研究地點

1.蔡董燃̶協助各組員完成工作 
   張希晴̶實地考察及整理資料 
   蔡依彤̶電腦輸入及問卷調查 
   朱茵宜̶問卷調查及搜集資料 
   曾靖喬̶處理資料及問卷調查 
2.我們決定研究的地點是前荷李活道已婚警 
   察宿舍

2014年11月5日 1.定立附探究性的子題 
2.未來的工作

1.子題目為̶「荷」去「荷」從，並且會盡 
   早通知顧問老師 
2.組長需完成引言，各組員亦需全力搜集資 
   料，並把資料的網址e-class至組長，再 
   由組長整理編輯參考資料頁及警察宿舍 
   的歷史。封面頁則由曾靖喬負責

2014年11月12日 1.通知顧問老師我們定 
   立的子題 
2.未來及已完成的工作

1.顧問老師沒有異議，並詢問現時進度 
2.巳完成：封面頁、引言、字詞解釋及警察 
   宿舍的歷史（由活化前至活化後） 
   未來：為什麼要活化PMQ及其批評，各 
   組員均需提交1-2個理由，並由組長挑選 
   最合適的數項，寫入專題研習

2014年11月28日 1.討論實地考察詳情並 
   通知顧問老師 
2.未來及已完成的工作

1.暫擬定實地考察日期為12月19日，中午 
   12時於秀茂坪集合，顧問老師指考察 
   PMQ宜於下午進行，並可考慮向商戶進 
   行訪問 
2.巳完成：為什麼要活化PMQ及其批評 
   未來：未來香港歷史建築活化發展用途     
   的可行性及可改善之處，各組員均需提 
   交1-2個理由，並由組長挑選最合適的數 
   項，寫入專題研習

2014年12月18日 1.確認實地考察事宜 1.所有組員沒有異議，但曾靖喬因合唱團練 
   習，而未能抽空時間一同前往PMQ考察

2015年1月8日 1.未來及已完成的工作 1.巳完成：未來香港歷史建築活化發展用途     
   的可行性及可改善之處 
   未來：由組長負責完成，如何為警察宿 
   舍增加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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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日期 討論事項 結果
2015年1月22日 1.問卷調查詳情 

2.未來及已完成的工作
1.問卷調查問題編寫由朱茵宜負責，再由張 
   希晴列印，然後由曾靖喬負責收發問卷   
   。暫擬定問卷調查日期為1月26至28日 
   進行 
2.已完成：如何為警察宿舍增加人流 
   未來：由張希晴寫實地考察部分及由曾 
   靖喬收發問卷

2015年2月2日 1.未來及已完成工作 1.巳完成：實地考察結果及收發問卷 
   未來：由蔡依彤統計問卷結果並進行分 
   析

2015年2月9日 1.未來及已完成工作 1.已完成：問卷分析 
   未來：各組員需把感想在農曆年假完結 
   前e-class至組長

2015年2月13日 1.是否增加總結 1.決定增加總結，並由組長完成
2015年2月27日 1.報告事項 1.組長宣布報告巳經完成

附錄 -- 整體進度表
時間 進度/巳完成事項

2014年11月5日 定立子題目為「荷」去「荷」從

2014年11月12日 完成封面頁、引言、字詞解釋、警察宿舍的歷史（由活化前至活化
後）

2014年11月28日 完成為什麼要活化PMQ、PMQ的批評

2014年12月19日 實地考察PMQ

2015年1月8日 完成未來香港歷史建築活化發展用途的可行性和可改善之處

2015年1月22日 完成如何為警察宿舍增加人流

2015年1月26-28日 進行問卷調查

2015年2月2日 完成實地考察結果及收發問卷

2015年2月9日 問卷分析

2015年2月27日 報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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