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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隨著時代的進步，很多舊式的樓宇都面臨拆除的危機。而美荷樓則是其

中的舊式樓宇，但因活化而被保留下來，政府希望可以保留這一些舊樓宇，

顯示舊時香港舊式樓宇的外貌，現在的美荷樓被活化成為了青年旅社，提供

給青少年和外國人借宿一宵。 

這次我們專題的目的是想由歷史方面，地理方面，通識方面，物理方面

以及藝術欣賞方面，從而了解活化前及活化後的美荷樓，而且更深入地了解

香港建築物的特色及了解現時政府對舊有建築物的活化情況，到底這樣保留

的方法是否最好，用美荷樓來做例子，現在的美荷樓只是保留了樓宇的外貌，

但内部全部都轉變為一間間的新式房間，一間的生活館以展示香港公共房屋

之演變。這樣美荷樓的原本意思就有所改變，對於那些原本居住在這些樓宇

的居民是否真正認同，這樣的活化方法，還是原封不動地把整座建築物保留

下來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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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荷樓的歴史 

美荷樓的前身 

美荷樓在活化前，是香港首批徙置大廈。興建的原因是為受石硤尾大火的災

民供一個棲息的地方，所以美荷樓裡面的結構都是以簡單為主，比起現在的

劏房，空間相對較現時狹窄，基本只有一張床及簡單傢具就沒有其他的東西，

每間分房間都沒有廁所和廚房，所以每一層都有公共的廁所，由於這些設施

都是共用，因此衛生是比較惡劣，那時的大廈沒有這麼的先進，沒有獨立的

水喉，因此居民們都要去到每層的水喉房取水以供使用。 

美荷樓以 H 型設計，故可稱為工字大廈，其後又改稱第十五座，直至該邨

進行第一次活化後改為第 41 座，即現今的「美荷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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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荷樓活化前的樓宇結構 

石硤尾徙置區是香港第一批徙置式的公共房屋。 

於 1954 至 1963 年間興建，共有 29 座樓七層高的徙置大廈，從高處

望下，樓宇像英文字母“H”。 

每個單位面積均為 120 平方呎，單位內沒有水供應，只有兩翼中央部

份設有公共水喉房、廁所及淋浴間，而兩翼就是居住單位，所有單位入口均

由長長公共走廊連接，此外，分隔前後兩個單位的墻壁高處，設有長方形小

孔作通風之用，惟不少居民因私隱問題而將之以木板封蓋。 

1973 年香港房間委員會成立後改稱“石硤尾下邨”。該等大廈于 80

年代初改建為有獨立廚房，廁所的單位。石硤尾下邨是石硤尾最早興建的徙

置區之一，原稱為 H 座，其後改為第 15 座，至該邨運行第一次改建及重建

後改為第 41 座及命名為美荷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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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荷樓活化前的單位 

美荷樓在活化前的單位是每一個平均在 120 平方呎，裏面的結構比較

簡單，可能是經歷了石硤尾大火，所以居民的財物或金錢損失較多，他們家

中的居都較為簡漏，通常都是一張床及少量傢俱，而有一些較富有的，就有

些櫃或床頭櫃。「廚房」則設於公共走廊，以簡單灶櫃生火煮食。 

有一些單位裏面，一家八丶九口是平常事，雖然十分擠迫，但他們的生

活都很快樂，看到生活館裏保留原來單位的外貌，由如當時生活的場景印入

腦海，即使受到石硤尾大火，都擋不了他們堅強的，不會自暴自棄。這充分

地表現了香港人獅子山下奮斗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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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時的特別發現-美荷樓活化前的生活點滴 

美荷樓的住戶會在徙置區內的糧油店購物，而小朋友則在遊樂場玩耍，

跳橡皮繩、捉迷藏、玩滑梯等等。購物時會與店主議價甚至閑談，廚房和廁

所是公用的，廚房煮食由用柴火改為用火水爐亦稱為「風爐」。美荷樓的住

戶會在公共空間洗衣和洗澡（小朋友）。在學校，學生在天台學校上堂。成

年人和學生的生活非常艱辛，沒水供應時，要依賴水車、附近的洗手間或地

下的水喉房，用膠桶拿水。儘管怎樣艱辛，都已成為往時人們的生活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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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中的美荷樓 

活化過程 

曾經頽敗的美荷樓，已經於 2011 年被活化成為一座青年旅社。更增加

了很多的設施，例如：住宿、花園、節約能源、飲食設施。其活化計劃更包

括增加樓宇安全性，改善消防設置，及增加升降機。活化目的是吸引遊客，

令他們了解本地風土人情，以至地方美食。 

YHA 美荷樓青年旅舍 

YHA 美荷樓青年旅舍是青年旅舍協會管理，並且是香港市區的第一個

青年旅舍，擁有 129 間舒適、時尚的房間。所有房間均有空調提供電視機

和鬧鐘設施。所有雙人、家庭房設有獨立洗手間，並提供淋浴、獨立洗手間

及風筒等設備。2 樓設有特色座椅、吊床、自助廚房煮食及使用自助洗衣乾

衣，地下更設有呼吸冰室及露天座位。 

 

  

多人房床位 雙人房 大床房 家庭房 傷健人士房間 主題房間 

80 54 39 8 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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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荷樓生活館 

除了青年旅舍外，還有一個有關於往日美荷樓的展覽館。這個展覽館的

主要目的是幫助不論本地遊客，還是外地的外國遊客，了解在 1954 年石硤

尾大火去到現在活化成一個青年旅舍的經過。 

青年旅舍的地下層還興建了一個小型冰室給予外地遊客一個寧靜的休

息區，但是小型冰室內的食物其實也不是你想的那麼差。 

小結 

活化過程中，香港政府動用了不少的資金和義工，由此可見，美荷樓是

一棟經活化的建築，現時被政府立入香港歴史建築之一。美荷樓的歴史一點

一滴牽動了不少香港人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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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藝術欣賞方面去看美荷樓 

現今的美荷樓外牆運用了冷色和暖色，這樣能夠令人感到種人情世故的

感覺。美荷樓的外牆線條優美，可從美荷樓的 H 型外形得知，而且美荷樓

是一座現實派的歷史建築。它的室內空間和設計都比現時建築物的室內狹窄

和設計較簡陋，例如：以前人們睡在碌架床上，而現在每人都有一張床。 

但從簡單美的方面去看，活化前的美荷樓，雖然室內較簡單，但傢俬的

擺設比現時的有美感和能夠節省空間，因為當時的單位面積只有 120 平方

呎，所以傢俬的體形比較細少和外觀上給人一種十分細緻和典雅的感覺，由

於當時香港由英國管治，因此美荷樓有一種英國藝術氣息。 

美荷樓的中間位置在活化前原先是廁所的位置，改變成升降樓，而外牆

是用玻璃造的，在陽光的照射下。玻璃反射的光令整座美荷樓變得更加光彩

和令人感到美荷樓是一座充滿藝術氣息的一座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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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地理方面去看美荷樓 

美荷樓是否座可持續發展的建築物？ 

可持續發展是一種能滿足我們現今的需求，又不損害後代子孫能滿足其需求的發

展模式。美荷樓是一座可持續發展的建築，要達致可持續發展，社會經濟及環境三個

向度須互相協調級平衡。 

在社會方面，美荷樓生活館和美荷樓青年旅社，兩者也可以開放給公眾參觀，以

上兩館都那提高市民的文化水平，提高這一代年輕人去認識我們上一代的居住環境以

及他們的生活點滴，更可以提高香港人的歷史水平。 

在經濟方面，美荷樓青年旅社的單位可以透過出租給一些外地遊客，青年旅社的

單位數量雖然沒有其他的酒店這樣多，不過也是可以幫助香港這個地少人多的地方去

提供人居住，為社會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發展不同的行業。 

在環境方面，美荷樓有一個小型的花園，還有在整座美荷樓青年旅社和美荷樓生

活館的後山，政府開設了一個晨運徑，這個晨運徑是開放給所有人出入，晨運徑的景

色十分美好，空氣亦比一般其他市區清新。這個小型的花園和後山的一個晨運徑是可

以減少空氣污染，減少消耗天然資源和減少破壞自然生態和環境，也可以加強環境生

態保育。 

總括來說，美荷樓青年旅社和美荷樓生活館是達至社會經濟及環境三個向度也達

至互相協調和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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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通識教育方面去看美荷樓 

原居民的看法: 

原居民對美荷樓活化成青年旅社舍是不認同的，因為他們認為政府這樣

改建美荷樓成青年旅舍是不能夠保留香港人前一代的歷史回憶。 

我們很幸運，組長范嘉豪的爸爸在之前也是住在美荷樓的，我們訪問了

他也了解美荷樓現時的情況。不過可惜的是……他感到十分嘆息，因為他認

為現時建成的青年旅舍和現代展覽館是十分失敗，他覺得現代展覽館內不能

反映出他們前一代生活在美荷樓的生活，生活在美荷樓的一點一滴。因為展

覽館內的展品和展板只是輕輕的提到了以前的生活環境，根本無法給旅客進

一步了解。他更覺得青年旅舍是不可接受的現實，因為青年旅舍不能了解留

下他們那一代生活過的回憶，因為他說青年旅舍跟他生活過的美荷樓是完全

兩回事，兩者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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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物理方面去看美荷樓 

在能源使用方面，美荷樓有未活化前全座是使用不可再生的能源，即由

政府提供由煤、天然氣制造的電力，不但污染空氣並且成本高。在活化後的

美荷樓，增設了太陽裝置以供熱水使用。 

在外型設計 H 型或工字型設計是以往徙置大廈的一個特色，為何它們

是採用 H 型的設計呢？因為在早年的建築技術不及現今，所以採用 H 型設

計是為了讓樓宇更堅固，將重量平均分散，並且將中間位置設為廁所、水候

房及浴室，以服務更多的單位，盡用空間、節省開支、加快興建的高速度。

同時，H 型或工字型設計可以讓每個單位都吸收充分的光線，以減少電的使

用量，這是一個十分環保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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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組的看法 

不過我們組認為活化成青年旅舍是成功的，雖然政府應該可以保留至少一至

兩層過去美荷樓在 50 年代時的環境，給予其他不同的旅客來認識在 50 年

代時我們香港人是生活在一個怎樣的環境在一個怎樣的地方長大，同時亦可

以令原居民再一次回到他們的「家」，令到反對聲音減少。但是我們覺得政

府這樣做已經是十分盡了力，因為如今香港地少人多，人口的密度十分高，

政府可以把這個歷史建築改成一個旅舍，已經是盡了政府他自己的最大努

力。 

總結 

在這一次的專題研習中，我們學到了一種很重要的意識，這就是在一個每天

都在發展一日千里的城市中，保留一些舊有的歷史建築是十分重要。但是，

在活化的同時，也需要尊重要及保留舊色的建築物原有意思及其特色。美荷

樓，正正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這一次專題研習中，我們用了多角度思考的

方法，以更深入了解美荷樓。分別在地理、通識、物理、歷史、經濟及藝術

欣賞的角度去了解美荷樓。 

用美荷樓作例子，它原本是一座已經荒廢的 H 型舊式公屋，原本它應該是

被拆毀的，但卻被保留下來，並且將其進行活化。因此我們籍着參觀及資料

搜集中明白了保育的重要性。如果沒有了保育、沒有了舊色建築，會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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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該地、如增建房屋或建商業樓宇，但是這些回憶是否沒有用處？我們是

否應該這麼膚淺地為了發展而放棄這些珍貴的回憶？ 

而我們組是贊成保育及活化美荷樓以符合經濟效益及平衡發展與保育。從而

符合市場經濟，顯示了保育與經濟可以一同並存。在保育方面，那個小花園，

還有那個晨運徑，加上太陽能發電板。其實政府已經在保育的方面做了不少

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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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感受 

黃一坤 

在這次的專題研習中，令到我感到團結的重要性，因為在這次中的前期

製作時比較差，到了後期才發現有很多的不足，所以我們分工合作用最快速

的改善，正因我們合，團結才可以這樣快速地改善，要不是絕對是完成不了。

而在這次的專題令到我真正學到了香港歷史建築物的重要，因這些建築物是

香港歷史的見證，也代表着香港，因此我們要將建築物保留再加而保育和維

修，把它們保存下來，而不會因老化或欠缺維修，而成為危樓，最終要將它

們拆除，我希望這些歷史建築物可以永久存在，令其他國家的人來香港旅行

都可以知道，香港的歷史。 

王亦龍 

透過這次的專題研習，我學到分工合作的重要性，因為要製作一份好的

專題報告需要同其他组員分工合作，做每個组員擅長的部分。除了學到分工

合作的重要性之外，也學到保育及活化香港歷史建築的重要，因為沒有好好

保育這些歷史建築，便會因為太殘舊而被政府一一拆除，然後用那些空地來

發展經濟，例如觀塘物華街。 

最後，我想多謝我們的组長，因為他非常盡責，經常提醒我們和提出我

們做專題中所犯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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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感受 

蔡潤銘 

透過這次專題研習中，我學習到分工合作重要性，因為這次專題是計算

在成績表上，我才這麼努力，所以對於中一中二的專題感到慚愧，因為中一

中二的時候，我們只是依賴網上的資料，而沒有真正去過實地考察和搜集資

料。此外我學到一些歷史建築物應該要保留的，例如我們這次專題研習裡的

美荷樓。美荷樓的活化令這座建築物增加了美觀性和實用性，增加了青年旅

舍和休閒設施，加強了樓宇外牆的美觀，從而增加人們對美荷樓好感而入

住。 

范嘉豪 

在這次的專題研習中，我明白了如何做組長，如何分工。這次的專題研習中，我

明白了要製作一份好的專題報告是十分困難，不是一天兩天的事，而是一班的組員，

坐在一起，花一至兩個月的時間去努力完成。專題研集從來不只是一個人的事。要真

正去了解一件事是需要從多角度的方面去看，就如今次的專題研集，我們從地理丶通

識丶歷史丶美術方面去看美荷樓。 

活化對一個每天對在轉變的城市中是十分重要。在發展中同時保護舊有回憶，是

一件十分困難的事。家，是香港，在發展中的同時，總有值得懷念丶保留的地方。今

天的事件，就是明天的歷史。 

最後，我想再次多謝我的各位組員，在我的不良領導下，仍保持尊重的態度去一

起完成這個專題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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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感受 

鄭俊希 

在這次的專題研習，我考察了石硤尾附近的一座歷史建築物-美荷樓，

我們參觀了美荷樓中的現代展覽館，發現了很多在生活館中的一點一滴，在

我們上一代興建的一些屋邨同時亦令我們認識到上一代的人，他們的生活環

境，他們到底在一個怎樣的環境中生活，對他們來說，美荷樓就是他們的家。 

更重要的的是我明白了在保育和活化皆做到兩者之間做出平衡是十分

困難的，因為你做的东西永遠都不能滿足任何人。也學會了從通識的角度去

分析出不同的持份者對美荷樓有什么的看法。 

最後，還學會了如何運用電腦內的軟件去製作一些報告，但有些經驗都

可能只有一次，但卻令到我永世難忘。 

梁致道 

在這一次的專題研習中，我們學到一種很重要的意識，這就是在一個每

不都在發展，一日千里的城市中，保留一些舊有的歷史建築是十分重要。但

是，在活化的同時，也需要尊重及保留舊色建築物原有意思及其特色。美荷

樓，正正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這一次的專題研習中，我們用了多角度思考

的方法，以更深入了解美荷樓，分別在地理、通識、物理、历史、經濟及藝

術欣賞的角度去了解美荷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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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維基百科-‐美荷樓  
http://zh.m.wikipedia.org/zh-‐hk/%E7%BE%8E%E8%8D%B7%E6%A8%93#/search  
百度百科  
http://www.wapbaike.baidu.com/view/4257859.htm?adapt=1&fr=aladdin&bd_source_light=1701851  
美荷樓官方網頁  
http://www.yha.org.hk/chi/hostel.php?action_type=detail&hostel_id=5&channel=locals-‐choice  
  
特別鳴謝  
青年旅舍協會  
張偉光副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