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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大館，即舊中區警署，位於香港中環荷李活道，

曾經是香港警察總部及中區警署。中區警署現時已經遷

至上環中港道中區警區總部毗連，原址連同前域多利監

獄、前中央裁判司署的建築群則成為香港法定古蹟。選

擇大館原因是這座建築物有長遠的歷史還為香港帶來豐

富精彩的歷史文物及藝術體驗，培養公眾對當代藝術、

表演藝術和社區歷史的認識和欣賞。供大家前去參觀。

爭議點：2016 年 5 月 29 日晚上 10 時許，警察宿舍發生

倒塌專家表示牆身有多條裂痕，潛在結構危險。懷疑是

因前幾天的大雨令牆身承受不住造成倒塌。經過古物咨

詢委員會討論，進行重建 ，但仍有倒塌的潛伏危機 。

研究目的：歷史建築物不應單單保存，而是應該活化，

發揮它們的經濟及社會效益，這樣才符合可持續保育概

念。希望透過研究找出保育和活化大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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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解釋 

活化：2007 年，馬會向政府提交中區警署建築群立法會文件

（設計方案） ，希望加建一座巨型竹棚。但遭到少數居民和環

保人士反對，到了 2010 年 10 月 11 日馬會再次公布第二次的新

設計方案。最終獲得環境保護署有條件地通過。經歷約 10 年維

修保育，於 2018 年舉行開幕禮並對外開放免費入場參觀。活化

重建後吸引了更多人來參觀。從此帶動了經濟。本報告將探討

大館活化是否有利香港經濟。 

保育：適當的保育可令建築物增加吸引力例如太館，保留了最

核心的價值，新舊建築物融合，保留了一些舊時的歷史遺產，

但新式建築物也不會搶了舊建築的焦點，只保留⼀部分，作為

集體回憶。同時也保護了有文化意義的遺跡。重建部份建築，

保育同時活化。本報告將建議如何為⼤館做適合的保育。 

集體回憶：⼤館內包含了許多香港⼈的集體回憶，在廣場空地

有⼀顆參天芒果樹，歷經百年，仍充滿青春活⼒⾒證著中環百

年滄桑歷史變遷。可謂是⼀代中環⼈的集體回憶，以及對港英

政府的最後記憶。也有許多電影在 

此取景。因此重建及保育時⼀些集體回憶是不可拆⾛的。本報

告將論證集體回憶對香港⼈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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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法 

研究方法：我們這次是以網上問卷調查的形式去

搜集數據，先製造問卷再傳送給同學去做問卷從

中獲得數據。透過網絡去收集意見。同時我們也

和顧問老師去了實地考察，更清楚地明白了大館

的內部結構、一些具有歷史性建築物的由來和背

後有什麼歷史事件。 

 

以上是⼤館的結構組織圖和建築物具體位置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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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1）問卷中我們問到如何改善⼤館保育：結果如下 

絕⼤部份同學認為可以加設⼩食部（8.3%）其次便是認為

餐廳可以便宜⼀點（8.2%）⽽其他較平均的答案包括冷氣

可以強啲、改善外觀、讓更多⼈認識等。 

2）當問到對⼤館有沒有基本認識時： 

有 54.1%的同學答沒有，45.9%答有。由此可⾒中學⽣生對

太館的認知不太深也未必會去探討⼤館。這兩題較為重

要，其他題⽬會在結果分析中才⼀並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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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報章） 

以往的經驗讓我明⽩到，在香港要適切地重⽤和活化歷史建築

是極具爭議性的。公眾對於把歷史建築物交由私⼈機構作商業

⽤途往往抱懷疑態度，就算是建議以非牟利形式使⽤歷史建

築，也會引起爭議。活化項⽬難免會遇上⼀些問題，建築師原

先設計了⼀些較⼤型及前衞的新建築，但為回應⼀些本地市⺠

意⾒指該新建築太過搶眼及阻礙景觀，建築師不得不把之撤

回。⼯程期間⼜發現⼀些建築物的情況不似預期，地基、結構

和⼀些過往未掌握的建築特徵等都令⼯程延誤，也增加額外成

本。再看看⼤館的規模和複雜性，就更顯項⽬在整體概念、活

化、復修等⽅⾯都表現出⾊。 

 

項⽬修復和保存了⼀系列⼗分重要的歷史建築的內部和外部，

包括域多利監獄和其牢房、中央裁判司署的法院設施和荷李活

道的前中區警署。文章節取⾃⬇  

https://paper.hket.com/article/2091114/中環「⼤館」活化

重⽣%20 再延續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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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調查⽬的 

⼀⼿資料：這次的問卷調查了 70 名學⽣。主要想調

查同學們對⼤館的基本認識和會否去主動探討⼤大館

這項文化建築物並且想知道同學認為可以如何改善⼤

館保育措施或可增加什麼設施 這些是我們這次⼀⼿

資料主要想探討的。希望蒐集到同學們的主觀意⾒和

想法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些⼤眾意⾒。可在第 4 ⾴

中找到我們的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資訊：我們在網上尋找了⼀篇報章發現在香港要

適切地重⽤和活化歷史建築是極具爭議性。因為活化

項⽬始終是⼀項比較⼤的⼯程要考慮到各⽅⾯的問

題。從⽽探究⼤館活化可否延續。可在第 5 ⾴頁找到

報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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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建築背景介紹 

⼤大館歷史建築特⾊色：建於 1864 年年的營房⼤大樓樓，便便是維

多利利亞式建築風格，再糅合本⼟土風俗的中式瓦頂。⽽而警

察總部⼤大樓樓的外觀則採⽤用了了中軸式對稱的設計，花崗岩

⽯石的外牆，圓拱形窗⼾戶。以不影響整體外觀及個別建築

物的⽂文物價值為⼤大前提，讓建築群重現昔⽇日光采。⼤大館

透過歷史故事展⽰示空間、多媒體投影、應⽤用程式等令去

到的每⼀位市⺠都能了解⼤館。 

歷史價值：是英殖政府在香港第⼀一棟公共建築，具有特

別的紀念念價值。英國⼈人在港興建的第⼀一棟公共建築物， 

便便是古蹟群內的域多利利監獄。香港⼈人若若要清楚歷史便便不

能抹煞這段殖⺠民地歷史的發源地。監獄正好確認了了統治

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令我們更更加清楚明⽩白當時的不平

等待遇，所以⼤大館的歷史價值非凡還有很多值得我們知

道的歷史，具有⼀定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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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價值：在過去幾⼗年⼤館的保育⾏為都做得⼗分之

好，⼤館做得好，⾺會當然要讚，更加要讚的是我們的

⼈⺠愛惜歷史建築，尊重過去，連繫社區，培育及推動

本地文化藝術。⼤館保育項⽬都證明香港是有能⼒去成

就令⼤家驕傲的保育作品。其歷史標誌性、對公眾的影

響、跟市⺠⽣活的關係及情感的投射都是反映了⼤館在

⼈⺠和社會中的地位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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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及論證 

問題：⼤館能否持續發展 

回應：⼤館經過透過遷拆重建或活化舊建築，政府可

持續提供新的拍攝景點或新措施吸引新的遊客，可持

續發展的概念，是要顧及環境、社會和經濟三⽅⾯。 

環境⽅⾯：⼤館內的氣氛和環境都⼗分好 ，市⺠去

到⼤館，除可⾃由參觀已極具歷史價值的建築外，同

時可以去到綜藝藝術館內睇展。帶來⼀個濃厚嘅⾃發

性欣賞環境。可以滿⾜現在⼈⺠的需求也不會損害後

代滿⾜。為他們⽇後提供⼀個參觀的好地點。 

社會⽅⾯：⼤館是⼀個可以⼀家⼤⼩⼀同前往的好去

處，也可以在原有的措施再加上活化及保育，必定會

為⽇後的香港帶來新的發展，活化⼤館後會帶來來更更

多的新遊客  基本來來說持續發展⼤大館可以說是百利利

⽽而無⼀一害。可以為後代帶來來更更好的機遇。⼜可令這

坐文化措施在現代社會的⼈⺠⼼中價值更上⼀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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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館部分場地會⽤作商業營運，租⾦收入

乃整個項⽬的財務可持續性的關鍵。代表⼀些店舖可

能價錢比較昂貴，但亦有許多親⺠的食物⼀些比較貼

地的價錢。⽽租⾦則撥入發展⼤館的基⾦內。不收入

場費這正是⼤館最珍貴之處。因為這些歷史是屬於⼤

眾的，不是什麼商場或酒店。是為香港歷史及文化⽽

建造的，不過⼤館活化及持續發展⼀定會推動現有經

濟。因為持續發展會帶來更多外地遊客，遊客到了⾃

然會在香港消費  酒店⾞費食物等都是必須的洗費。

從⽽推動經濟發展，⽽⼀般市⺠亦會在館內消費。所

以⼤館持續發展好滿⾜現代的經濟需求，也會為後代

提供⼀個基本的經濟效益。 

總括⽽⾔，⼤館可否持續發展？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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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與保育的關係 

⼤館是先保育再活化最後再⽤。 

⼤館的保育是翻新後再建造兩座新建築分別是奧卑利

美術館及亞畢諾綜藝館，選擇鋁為物料，易於製造、

控制和拆除，即使他朝有⼀⽇需要拆除，也可在無損

原有建築的情況下將之拆卸、還原，盡可能對環境的

傷害減到最低。其新建造材料，與⼤館其他部份截然

不同，令⼈眼前煥然⼀新。活化⼯程完成後，中區警

署建築群將成為繁囂都會中的寧靜悠閒，為公眾提供

⼀處文化匯萃的伊甸園。16 座歷史建築、兩座新建

⼤樓及開揚的⼾外空間，將提供多個多⽤途場地，讓

不同藝術活動都可以在此舉⾏。⼤館 — 古蹟及藝術

館將以非牟利模式營運中區警署建築群，為公眾展⽰

不同地區的歷史文物。這些建築物的歷史悠久如果不

進⾏適當的保護，這些美麗的旅遊景點將會消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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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們應進⾏適當的保育⾃⾏去維護香港的景點和文

物。以下我會提出⼀些保育建議。 

保育建議 

1. 在館內要有⼈負責監管每⼀個措施，以免遊客不

知情⾛去觸碰⼀些古舊的文物，不過我們也應該

要在文物附近設立警⽰牌提醒遊客和市⺠如：眼

看⼿勿動 、遠距離觀賞、不可使⽤閃光燈。有

些文物經不起閃光燈的光度會受到破壞。 

2. 必須保留集體回憶，因為這些⾒證香港歷史的正

是⼤部份市⺠去參觀的⽬的，有些家⻑想⼩朋友

知道更多關於香港的歷史便會帶他們去參觀，如

拆毁了⼀些集體回憶必定會被社會譴責。持續發

展也會遭到反對。所以集體回憶是必須保留的 

3. ⾰新，把拆掉舊建築物的磚、⽡、⽯等碎物收集

⼀起，當蓋建新建築的時候，重新鋪上。造成⼀

個「新的軀體，舊的靈魂」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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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舉辦活動例如：⼀⽇囚犯體驗之旅 可以讓參觀者

體驗⼀下當時囚犯的⽇常⽣活和食囚犯餐 價格可以

定得比較便宜⼀點 對比其他館內的餐廳 這樣可以吸

引⼈們參加。參加過後也可警惕⼈們不要重複犯錯，

要腳踏實地，使他們在參觀⼤館有所得着 。⼆，⼀

⽇⼩導遊。活動對象為⼩⼀⾄⼩六學⽣，透過在學校

裏招募⼩導遊，可以先在學校裏舉辦簡介會，令學⽣

們簡單地知道這項活動的意義和⼯作。⽬的是從⼩培

育他們對歷史的認知和興趣，其次⼀⽇導遊可以令他

們從⼩⾯對群眾和與⼈相處的⽅式，也可發掘他們的

天賦，例如有些⼈天⽣外向不害羞。透過這次活動他

們便更能認知⾃⼰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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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總結這份有關⼤館的報告，我們清楚明⽩⼤館是⼀個

充滿價值的地⽅，由昔⽇嘅中區警署發展到現在的⼤

館甚⾄作為香港的旅遊景點之⼀已經逾 170 年的時

間。⾒證了香港各種變化由未開埠前的漁村發展到現

在的繁華城市，在⼤館內我們 可從各種形式的導賞

團、歷史故事空間、多元化的教育活動和以歷史文化

為主題的展覽從⽽得知和探索各種歷史，同時⼤館為

為推廣及傳承香港本⼟文化，⼤館提供的歷史文物展

覽將切合不同需要、類型和年齡層和遊客。⼤館每兩

星期舉辦圍繞歷史文化主題的⼯作坊，例如⼿⼯藝製

作，令參加者有深刻的體驗。另⼀⽬的是為了可以令

遊客猶豫⾝處舊⽇時光更加深切地體會到當時的歷史

環境，內有很多不同的設施可以令遊客置⾝其中，例

如 A-F 倉場參觀者可以進入監獄感受當時監獄內的

氣氛，其次也可以提醒別⼈不要輕易犯錯，不然將會

遺憾終⾝。 

除此之外，我們也發現館內可以增加⼀些有趣的活動 

例如提供監犯餐或監犯⼀⽇遊令⼈們更加深切地體會

到當時的處境。這些都是我們從這次報告中發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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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製作報告的過程中我們都發現了分⼯的重要

性，當每⼈都有指定的⼯作時就會加快了製作報告的

時間和效率也可避免了出現不公平的現象。也學會了

如何適當地參考網上資料，選取有⽤的資料再⽤⾃⼰

的語⾔重新整理句⼦也是我們在這次報告中學會的。 

✨ 後就是感謝我們的顧問老師黎嘉慧老師和通識老

師鄭安盈老師提供了很多不同的⽅針或建議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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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及組員感想 

3C 07 鍾嘉𡤜：我認為⼤大館是⼀一個值得保留留的地⽅方。 

因為⼤大館透視了了中環百年年歴史裏⾯面放滿了了很多以前中環的舊城

市市物，充滿了了上⼀一代香港⼈人的集體回憶，這樣不但能讓以前

在⼤大館⼯工作過的⼈人懷念念當時的⽣生活，更更能令遊客更更全⾯面地認識

到香港的歷史背景及⽂文化。翻新了了的⼤大館裏更更紀錄了了以前周邊

的社區環境，⽽而這份集體回憶更更是由前警員、懲教⼈人員，其家

⼈人及街坊擁有的。並且因為歷史建築包含的歷史，建 築及背景

可反映香港市⺠民在不同時代的⽣生活狀狀況及社會⽂文化。⼤大館更更能

讓我們這⼀一代認識到以前香港的⽂文化，然後得以延續。⽽而我在

這次的專題研習中，我明⽩白到要好好保護香港的歷史建築物，

這樣才不會讓我們的傳統⽂文化邊緣化。並且我明⽩白到分⼯工是很

重要的，因為知⼈人善任，可以提⾼高我們做事的效率 

3C 08 何曉琳：我認為⼤館是⼀個值得保留的地⽅，因為可以

讓我們更加了解上⼀代香港⼈嘅過去，讓我們更全⾯地了解中

國，更可以親⾝體驗，我認為，⼤館除了是⼀個讓我們遊覽的

地⽅，更是⼀個過往的認證，更反映了⼜過去到現在的⼀點⼀

滴，雖然⼤館不斷翻新，但卻沒不去曾經的歷史。在這次的專

題研習中，讓我們知道了保護香港歷史建築物的重要性，這樣

才可以不讓我們的中國傳統文化被⻄⽅取替，避免邊緣化，更

可以讓更多外來遊客更認識中國，其次，我們更在這次專題研

習中明⽩分⼯合作是多麼重要，因為這樣可以讓我們避免出

錯，提⾼效率， 後，我認為不論⻄⽅文化多麼盛⾏，也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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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些中國獨有特⾊，因為這都是我們的過去所保留下來的重

要意義。 

3C 09 韓櫻：在這次製作報告和考察的過程中，我學會了許多

在課堂學不到的知識，報告內的⼤部份內容都是在考察中發現

的，再加上⼆⼿資料和問卷調查。也知道了原來⼤館內有很多

⼗分值得我們參觀的地⽅例如營房⼤樓內有很多關於⼤館過去

的歷史，考察過程中我覺得印象深刻的是我們可以進入⼀一間類

似監倉的房間內，⽽而裏⾯面正在播放⼀一套關於犯⼈人在監獄內的⼀一

些⽣生活，已⼀一個比較有趣的⽅方式將這些過去的歷史呈現在⼈人們

⾯面前，透過這些片段可以警惕⼈人們不要輕易易犯錯。這些是要親

⾝身到⼤大館才知道和體驗到的，⽽而非網上可隨意搜索到。其次過

程中我也學會到要互相包容組員，若若有出錯的地⽅方可互相提

點，令我學會了了相處之道。另外還有分⼯工的重要性，不但可以

提升速度和效率，也可令組員間知道彼此的辛苦，⽽而不同的分

⼯工也學會了了不同的技能，⽽而我主要學會的是整理理資料。 後就

是學會了當遇到困難時要迎難⽽上，當製造報告時遇到困難靠

⾃⼰去找尋⽅法。雖然過程困難但是出來的結果令我們⼗分滿

意。 後感謝我的組員，過程中互相提點、包容等這些都是在

這次報告中學會的所以這次製造報告的過程真的是獲益良多。

感謝！ 

3C 25 唐詩晴：我認為⼤館是⼀個值得保育的地⽅。 

它是上世紀存在的歷史證明，充滿了以前中環的特⾊，⽽且是

不少⼈的回憶。重遊⼤館可以使⼈緬懷過去，憶起過去。保育

過後的⼤館，不但可以保留這份⼈情，⽽且還能使⼤館加入新

的⽤途，使年青⼈也能認識。翻新過後的⼤館，亦吸引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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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前來。在這次的專題研習中，令我認識到⼤館，亦令

我了解到上世紀的歷史建築，讓我明⽩到保護歷史建築才能讓

下⼀代的⼈了解我們的⽣活文化。我也明⽩到專題研習⼀個⼈

所完成的並沒有⼀組⼈完成的完美，在每⼈完成⼀個部份後，

需要⼀組⼈的討論，才能理解到⾃⼰的不⾜，從⽽作出修改。

⽽⼀組⼈中，每⼈都有屬於⾃⼰的崗位，選擇 適合⾃⼰的崗

位，可以提⾼做事效率和使報告變得好。 

3C 27 王卓瑤: 我認為⼤館是⼀個充滿特別回憶的地⽅，在這個

地⽅可以看到香港之前的警察總部，經過保育後，現在成為了

⼀個景點，亦需繼續保育下去，成為歷史遺產。裏⾯可以看到

警署內部是怎樣，亦都可以參觀舊時的監獄，可以感受到監房

的⽣活地⽅，這些都令新⼀代的⼈知道舊時嘅警署，還有來港

旅遊的遊客也可以了解到香港舊時的警署是怎樣的。在這次專

題研習中，我認識了更多關於⼤館的歷史，另外還知道了保護

文化遺產的重要性，我們需要保育它，讓每⼀代能夠知道香港

的歷史價值，所以更不能破壞它。另外，在這次專題研習知道

了，不能只有同⼀想法，因為每個⼈對⼤館的睇法不⼀，需要

⼀些時間討論成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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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們實地考察所拍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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