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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1953 年，石硤尾木屋區發生大火，導致許多人無家可歸。港英政府決定在災場原

址興建兩層高的包寧平房以及徙置大廈，以安置災民。 

        而美荷樓就是石硤尾邨首八座徙置大廈之一，原稱 H 座，1973 年香港房屋委員會

成立後將其改稱為石硤尾下邨第 15 座。至 1981 年，該等大廈獲改建為具有獨立廚房

及廁所的單位後，改為第 41 座及命名為美荷樓。2008 年，美荷樓成為首批《活化歷

史建築夥伴計劃》的 7 幢建築物之一，落實由香港青年旅舍協會改裝成為設有 129 間

房的青年旅舍。 

        我們選擇這個歷史建築的原因就是香港公共房屋一直是許多港人及政府關注的項

目，它與許多基層家庭息息相關，解決了許多貧窮人士的住屋問題。而美荷樓是代表

了港英政府第一次正式關注低下階層的住屋問題，它促使了如今的公共房屋政策，意

義巨大，所以我們選擇了美荷樓作為研究的歷史建築物。 

          政府活化美荷樓的預期目標主要有四點： 

● 宿舍為消費力較低的旅客提供安全整潔且收費適宜的旅舍住宿單位，吸引來自

世界各地的自助旅客，從而惠及了該區及香港的經濟。 
● 香港青年旅舍協會建立「前美荷樓居民網絡」，希望加深深水埗區的「家庭」

核心社會價值，提供機會讓石硤尾邨的前居民與區內青年及旅客交流，分享生

活體驗，從而激勵本港青少年自強不息。 
● 改建的美荷樓亦設置舊時的美荷樓生活館。由於美荷樓標誌著香港公屋發展的

起點，改建的美荷樓會修復一些至上世紀五十年代樣貌和佈置的樣本單位，藉

此展示早年居住於這類徒置大廈的公屋租戶的生活方式。 
● 期望香港青年旅舍協會可以以社會企業形式營運城市旅社，也並且可以舉辦導

賞團和工作坊，庭院會免費向公眾開放，供市民欣賞。希望協會亦計劃舉辦各

種活動，介紹過往的當地社區生活、區內批發及零售的商業活動以及深水埗的

早期建築特色。 

       而本次專題研習的目的是為了探討 YHA 美荷樓青年旅社重建後，它價值是否能夠

達到政府預期中的理想，並且想要明白政府重建 YHA 美荷樓的目的及預期是如何的，

以及 YHA 美荷樓重建後，它對現時社會有何影響。 

  

        



 

4 

2、相關概念解釋 

1.城市發展1：城市發展狹義而言指城市的公共衛生設備、公用事業、土地規劃、住宅

及運輸系統等的變化過程。廣義而言。城市發展可包括城市內社會、經濟、環境等層

面的發展過程。而美荷樓在城市發展中，從從前的徙置大廈發展成現時的青年旅舍。

通過這次的保育，美荷樓改善了居住環境，還成為了香港社會的一個歷史建築，並為

旅客提供服務。本報告將探討美荷樓的保育在城市發展中所擔任的角色。 

2.文化身份2：是一個人對於自身屬於某個社會群體的認同感。文化認同是文化社會學

的一個課題，也與心理學密切相關，是一個人的自我概念及自我認知。這種認同感的

對象往往與國籍、民族、宗教、社會階層、世代、定居地方或者任何類型具有其獨特

文化的社會群體有關。文化認同不但是個人的特徵，也是具有相同的文化認同或教養

的人所組成的群體的特徵。美荷樓不僅作為歷史建築景點和旅社，還有藉著建立「前

美荷樓居民網絡」,加強深水埗區的「家庭」核心社會價值,提供機會讓石硤尾邨的前居

民與區內青少年及旅客交流,。而美荷樓旅客可能會受前居民的影響產生文化的認同感。

本報告將會探討深水埗前居民與現居民在美荷樓保育後是否認同自己的文化身份。 

3. 文化傳承3：意指對傳統文化包括價值觀和習俗等予以保留及延續，特別重視呈現文

化的涵義，而非有形無實的模仿。文化承傳對人類社會的重要性，在於其有助建立人

們對所屬社群的歸屬感，豐富非物質層面的生活追求，同時在全球化趨勢下，保留及

延續傳統文化是彰顯文化多元的其中一種實踐。而荷樓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以前的人

生活環境，現時也為了美荷樓當中的文化歷史而設立博物館作為文物保留。本報告將

會探討政府活化美荷樓後是否做到文化傳承。 

  

 3、研究方法 

本研究會使用訪問、問卷及實地考察的形式作為一手資料，主要針對 30 名不同持

份者，如商戶、市民及美荷樓工作人員等。查問他們對重建後美荷樓的看法和意見。

此外還會用二手資料，搜集有關政府報告，網上資料及研究報告。我們會運用一、二

手資料去探討報告，並向 YHA 美荷樓青年旅舍的現存爭議,市民的意見及原來的目標

和現在的結果，這幾方面去研究 YHA 美荷樓青年旅舍的成效,重建後價值是否可以達

到預期目標,以得出嚴謹的研究結果。 

                                                
1 城市發展概念。檢自：中三專題研習日誌（2019-2020） 
2 维基百科文化身份概念。檢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96%E8%AA%8D%E5%90%8C 
3 信報通識時事議題文化傳承概念。檢自：https://iknow.hkej.com/php/article.detail.php?aid=3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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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歷史建築背景介紹 

1.建築特點  

美荷樓是設計簡單及平實的徙置大廈，樓高 6 層，特色在於：由一中央部分將相

同的兩翼住宅單位，兩座長形大廈連接而構成 H 型，一般稱為「H」型第一型徙置大

廈。建於兩翼的住宅單位互相背靠，每層的露臺通道貫通整層各戶。 

        美荷樓曾在 1970 年代改建，單位末端的間隔牆 被拆掉，以把單位擴大。面向天

井的露台獲得保留，但向外面的露台則被窗戶圍封而成煮食地方。 

        美荷樓將會是香港僅存的 H 型第一型徙置大廈。 

     4 

5 

                                                
4美荷樓保育前後對比圖片。檢自： 
https://www.yha.org.hk/zh/about-us/media-centre/yha-mei-ho-house-youth-hostel-wins-unesco-
honourable-mention-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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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歷史價值 

        美荷樓興建於 1954 年，直至現今已經有 66 歲的樓齡。當初在 1953 年，石硤尾發

生了一場大火，涉及多個木屋區，最終導致有 5 萬多個人成為災民、無家可歸。其後

在大火的原址興建了 29 棟徒置大廈，為了安置那些災民而興建的，而美荷樓是首八座

的其中之一。這些行動則是標誌著公共房屋的開始，美荷樓則見證了居民生活環境的

變化。 

        美荷樓是現時僅存的「H」型的徒置大廈，同時都是香港首個同類型的設計。大

廈當中有為居民所提供一些基本設備，大都是較簡單的日活用品，而這種設計及那些

提供的設備，則反映了當時對這種大廈的生活的理念，以及興建當時目的。 

      3.社會價值 

      石硤尾發生了一場大火後，美荷樓就成為了一棟徒置大廈，為居民提供場所。長年

之後，美荷樓已破舊並存在危險性，所以政府決定活化美荷樓，成為青年旅舍。 

      活化美荷樓可以為社會提供更大的價值，而不再是僅僅為居民提供住所。石硤尾徙

置大廈代表香港公共房屋計劃的開始，對香港的社會、民生、經濟和教育發展具深遠

影響；石硤尾徙置大廈獨特的空間設計，亦塑造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娛樂習慣，以至

緊密的鄰裡關係。首先，活化美荷樓可以延續建築物的原有用途，並為它注入新生命，

亦為區內弱勢社群提供低技術性工種。其次，活化後的美荷樓更加國際化，並透過結

合文物及旅遊，產生協同效應，吸引旅客到深水埗區。還可以透過邀請社區人士的積

極參與，使計劃的財務可行性和社會裨益兩方面達致平衡。還有青年旅舍透過組織前

美 荷 樓 居 民 網 絡 ， 加 強 地 區 凝 聚 力 與 及 對 公 屋 生 活 及 歷 史 的 歸 屬 感 。

6 7 

                                                                                                                                                  
5美荷樓保育後的外觀圖片。檢自： https://www.nearsnake.com/item/mei-ho-house/ 
6美荷樓生活體驗館的圖片。檢自： 
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http%3A%2F%2Fjay7134.pixnet.net%2Fblog%2Fpost%2F2248
58894&psig=AOvVaw2n8Tqz7KIpv_mMuruzekoq&ust=1593180870199000&source=images&cd=vfe
&ved=0CAIQjRxqFwoTCJjpksaTneoCFQAAAAAdAAAAAB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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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生活環境                                    -美荷樓公共空間 

 5、判斷及論證 

        a.回應問題 

問題：YHA 美荷樓青年旅舍重建後是否達到預期目標？ 

我們認為 YHA 美荷樓青年旅舍重建後能達到預期目標，當中包括為消費力較低的

旅客提供安全整潔且收費適宜的旅舍住宿單位、展示早年居住前美荷樓的租戶的生活

方式等。 

 宿舍為消費力較低的旅客提供安全整潔且收費適宜的旅舍住宿單位，有效地吸引

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自助旅客，從而惠及了該區及香港的經濟。美荷樓旅舍不但收費適

宜，能為消費較低的來港旅客提供單位，另外美荷樓旅舍与港鐵深水埗站相鄰，路段

只需步行大約十五分鐘，附近又有餐廳等各商店，交通方便，商店豐富多樣。美荷樓

宿舍擁有能吸引自助旅客到此住宿的優勢，是許多自助旅客的第一選擇，旅客人數上

升令該區及香港的旅遊業消費力上升，从而惠及該區及香港的經濟，達到了政府的預

期目標。 

   香港青年旅舍協會建立「前美荷樓居民網絡」，希望加深深水埗區的「家庭」核心     
社會價值，而美荷樓則提供平台讓石硤尾邨的前居民與區內青年及旅客交流，分享生

活體驗。令不少人更了解美荷樓這個歷史建築和價值，達到了政府的預期目標。 

  改建的美荷樓亦設置舊時的美荷樓生活館。由於美荷樓標誌著香港公屋發展的起點，

美荷樓會修復一些至上世紀五十年代樣貌和佈置的樣本單位，藉此展示早年居住於這

類徒置大廈的公屋租戶的生活方式。美荷樓生活館展示了早年居住的美荷樓租戶的生

活方式，生活館亦重塑了舊時的公共廁所、浴室、居民在走廊煮食、婦女以舊式腳踏

衣車幫補家計的普遍情況，讓到訪者親身觀看當時居民的生活水準及實際情況，從而

更清楚了解美荷樓，更深入認識早年居住於這類徒置大廈的公屋租戶的生活方式，達

到政府的預期目標。 

  期望香港青年旅舍協會可以以社會企業形式營運城市旅社，也並且可以舉辦導賞團和

工作坊，庭院會免費向公眾開放，供市民欣賞。希望協會亦計劃舉辦各種活動，介紹

過往的當地社區生活、區內批發及零售的商業活動以及深水埗的早期建築特色。現在

                                                                                                                                                  
7美荷樓生活體驗館的圖片。檢自：
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http%3A%2F%2Fwww.sohu.com%2Fa%2F207262641_181564
&psig=AOvVaw2n8Tqz7KIpv_mMuruzekoq&ust=1593180870199000&source=images&cd=vfe&ved=
0CAIQjRxqFwoTCJjpksaTneoCFQAAAAAdAAAAAB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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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荷樓的導覽團吸引了更多不論是香港或外國旅人到美荷樓參觀，令大家更了解美荷

樓的特色，達到了政府的預期目標。     

   

 

 b.美荷樓與文化保育的關係 

   保育是保存一個場所以至其文化價值的一切過程。 而美荷樓遺傳著以前舊時代的歷

史故事，因為有這種文化保育，因此美荷樓等歷史建築才可以受到更好的保護和流傳

下去。因此美荷樓這座歷史建築和文化保育有著密切的關係。 

美荷樓保育不應局限於建築物的歷史和建築特色，一些與建築物並存的集體記憶

也應受到保護，因為它們見證了香港市民曾經體驗的生活方式、文化、社會活動，以

及共同經歷過的歷史事件等。回憶本質是抽象的，感性和個人化的，在美荷樓參與或

發生某件事後，集合社會上眾人的感受，從而成為集體回憶的一部分。包括以前年代

的人們的生活方式，代表著社會的共同價值。香港的文物建築揭示了我們獨特的過去：

一個由中西文化匯聚而成的獨特傳統。因此回憶也是美荷樓保育最可貴的東西。 

6.保育建議8 

美荷樓在保育重建後被指欠缺原本的特

色，過度商品化。美荷樓保育重建後，

市民普遍認為政府的重點已不在向外國

旅客和香港市民介紹美荷樓的特色，反

而是側重在把文化產物包裝成商品，在

商品推銷上賺取利益，令文化產業喪失

了原有的文化內涵和精神，失去了原真

性。由此可見，政府可以更注重美荷樓

的特色介紹，致力在商業發展與特色保

育間取得平衡。 
 

                                                
8
保育建議圖片。檢自：

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http%3A%2F%2Fnews.jour.hkbu.edu.hk%2Ftc%2F2017%2F11
%2F24%2F%25E6%25B8%25AF%25E6%25AD%25B7%25E5%258F%25B2%25E5%25BB%25BA
%25E7%25AF%2589%25E9%2581%258E%25E5%25BA%25A6%25E6%25B4%25BB%25E5%258
C%2596%25E3%2580%2580%25E5%2595%2586%25E6%25A5%25AD%25E5%2591%25B3%25E
8%2593%258B%25E5%258E%259F%25E8%25B2%258C%25E7%2589%25B9%25E8%2589%25B
2%2F&psig=AOvVaw01AeLUCOF8th7Z2veqFP93&ust=1593521157935000&source=images&cd=vfe
&ved=0CAIQjRxqFwoTCODako-Hp-oCFQAAAAAdAAAAA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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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本次專題中，我們從問卷調查結果看出大部分人都了解甚至未曾聽聞過 YHA
美荷樓青年旅舍，所以看出政府在宣傳力度這方面做的遠遠不夠。我認為政府應該加

大對 YHA 美荷樓青年旅舍的宣傳力度，例如可以拍攝一些關於 YHA 美荷樓青年旅舍

的宣傳片放映在電視台，增加在大眾視野的曝光度。或者政府可以把美荷樓青年旅舍

像酒店一樣掛在一些旅遊軟件，這樣能讓外來游客有更好更適合適合他們的選擇，有

很多旅客都需要像 YHA 美荷樓青年旅舍這樣乾淨整潔便宜的住宿地方，所以如果把美

荷樓青年旅舍掛在軟件上可能會吸引大量遊客。 

7.總結 

根據問卷調查顯示，有 75%的人都不了解 YHA 美荷樓青年旅舍，有 67.9%的人認為重

建後的美荷樓青年旅捨一般，有 57%的人不會選擇住美荷樓。由此可見，大眾市民多

數都不了解歷史建築，政府宣傳力度欠缺。但我們認為政府絕大部分都達到了預期的

目標，更多人能了解到美荷樓的歷史和建築特色，更多人對香港的歷史文物有了更廣

泛的認知。而且美荷樓設置了許多不同的展品，市民可以更充分地感受到以前美荷樓

的特色，能更清楚了解當時的歷史事蹟，早年居住於這類徒置大廈的公屋租戶的生活

方式，過往的當地社區生活、區內批發及零售的商業活動以及深水埗的早期建築特色

等。 

8.反思及組員感想 

吳潔瑩: 

通過這次專題，我們意識到現時越來越多的老建築被人們忽略，如果沒有政府的保育

與宣傳，人們可能根本沒有接觸過這些有故事的建築。香港歷史建築與保育這個題目

其實十分有意義，因為可以借此讓更多年輕人在提升自己的通識的時候，同時都歷史

建築也進一步瞭解，去尋找建築深處的一面。而我從這次專題中也學會了很多東西，

其實專題能做好不僅僅是靠大家的努力與能力，更多的是組員之間的溝通，只有溝通

大家才能做出一份更好的專題。而我也從這次專題中瞭解了很多東西，例如我知道了

香港不僅僅有年輕人愛去的旺角，還有老一輩充滿故事的歷史建築。其實每一個歷史

建築都非常值得大家去瞭解，而我也像通過這次專題能讓更多人知道香港這些默默無

聞的歷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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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映彤: 

通過這次專題後，我發現政府有在規劃大部分市民的需求，他們會利用各種新事物或

方案達致市民的需求，而那些事大都是我們看不到的地方，就例如這次的美荷樓，政

府看中了那些沒有太多錢的香港旅遊客。而政府更是看中這次的機會，令那些遊客在

住美荷樓中，能夠了解過去香港的居住環境，更加深入香港的過去。在這次專題中，

我更是明白了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是十分重要的，當自己沒有溝通清楚時，就會出現很

大的問題，需要更長時間來解釋清楚。而原本由我來拍攝照片，卻因為疫情的關係而

不能參觀美荷樓，而無法幫上更多忙。因此在專題中，也只能夠在網上中，獲取有限

的資料，所以專題的成效也不是那麼好。但是，通過組員之間的努力，也是能夠做出

現時能夠使我們滿意的專題。 

 

羅健儀: 

這次的專題研習讓我了解到美荷樓的歷史、建築特色。然後政府正識社會問題建了一

間酒店讓來港預算不高的旅客入住，旅客還可以因此認識美荷樓的歷史，有機會我也

想到裡面入住。此外我明白分工的重要，選擇自己擅長的工作來做能使效率變高。同

時也不能懶惰，在疫情期間我們好幾個月沒有搜集資料趕進度，這使我們開學后趕進

度趕的很辛苦，就算疫情留在家裡也不能懶惰，不過幸好組員們開學后都很勤奮地完

成報告，最後完成一份讓我們滿意的報告。不過如果疫情不出現我們就能到現場參觀

獲得更多一手資料了。 

曾楚琳: 

今次的專題研習令我了解更多美荷樓的歷史和主動去了解更多不同的歷史文物，認識

了更多歷史。我也學會了更多分析技巧，更令我學會了解和傾聽更多不同組員的意見，

再整理和分析大家的意見。跟個人報告相比會有更多的紛爭和意見不一，但經過討論

後也一一解決，而且做報告的時間也需要通過大家時間的允許，有更大的困難。而且

因為疫情問題有更大的阻礙和困難，所以在進行專題時候比以往更有困難，無法親身

到現場搜習資料，令我們只好上網進行資料搜集，再整理資料和分析出報告。幸好我

們的組員都十分盡責，令我們專題一次又一次地跨過困難。如果下次可以再進行一次

專題，我希望沒有疫情，令我們可以親身到現場搜集資料。 



 

11 

黃翠雯: 

這次的小組專題研習除了令我能更清楚了解到美荷樓的歷史，社会重建等相關問題外，

更令我重新檢視了自己的溝通方式，与別人協調，配合完成課業的能力。經過這次合

作完成專題研習，我明白到自己還有許多不足之處。例如在开会時可以更積極參与討

論，在回答問題時可以更深入地思考等，還有許多可以改善的地方。不過幸虧有各組

員共同努力合作，我們才可以一起合作順利地完成這份專題研習。期望下次的專題研

習不会碰上停課等問題，令我們可以有更充分的時間去完成研習。 

9.參考資料 

香港 YHA 美荷樓青年旅舍官網。檢自：https://www.yha.org.hk/zh/hostel/yha-mei-ho-
house-youth-hostel/ 
美荷樓維基百科。檢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8%8D%B7%E6%A8%93 
维基百科文化身份概念。檢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96%E8%AA%8D%E5%90%8C 
信報通識時事議題文化傳承概念。檢自：

https://iknow.hkej.com/php/article.detail.php?aid=3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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