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區重建策略> 夥伴合作計劃 

[有機社區] --九龍城社區活化實驗計劃 報告 

 

申請機構: 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申請編號: 010 

計劃日期: 2009 年 3 月至 7 月 

性質: 工作坊︱展覽︱論壇 

 

主辦: 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贊助:《市區重建策略》檢討夥伴合作計劃 

 

 

 

 

 

 

 

 

 

 

 

 

 

 

 

 

 

聯絡人: 鄭惠森小姐 / 2766 3703 / haze@hk-icc.org 



計劃摘要 

 

[有機社區] --九龍城社區活化實驗計劃，共分為兩個主要部分，包括工作坊

及展覽+論壇。 

 

第一部分的工作坊，以香港兆基創意書院的學生爲對象。 

 

每天於九龍城區上學，不僅在白天往返學校的路途上，即使黑夜到來，同學們亦

不時遊走或流連於區內的不同角落，他們以年輕人的眼界，找到九龍城可尋樂的

地方，以非居民的身份，看出九龍城與別不同之處。是次工作坊為作為社群一份

子的學生們，提供一個構想周邊社區的平台，他們在導師的引導下，於不同層面 

(如建築、歷史文化、社區特質等等)閱讀九龍城過去和現在的面貌，想像九龍城

將來的更新、演變和發展。 

 

第二部分的展覽+論壇，以公開形式，讓市民大眾參與，亦給予同學們一個發表

立場和建議的機會，就社區重建更新的議題，以文字、圖像和建築模型的媒介作

展示。 

 

本計劃得到發展局的支持和參與，謹此致謝。論壇期間我們邀請到規劃署高級城

市規劃師朱霞芬女士、發展局首席助理秘書長蘇翠影女士和發展局助理秘書長

（市區更新）關慧玲女士出席講解。此外，工聯會副會長陳婉嫻女士亦被邀到場，

分享她多年於九龍城區和九龍東工作的經驗和觀察，讓一眾參與人士能對九龍城

區的發展，有更清晰和具體的理解。與此同時，同學的演說和市民的回應，展現

了社區不同階層和背景的人，對重建及更新關注的大不同。 

 

通過計劃一系列活動，我們不但帶領學生切實的瞭解社區，更以他們的投入和推

動，引起討論，豐富各界對市區重建的探討，亦讓有關機構及部門收集更多社會

階層的多元意見，望將來能對重建政策起啟迪作用，以建設理想、優質及充滿活

力的環境。 

 

 

 

 

 

 

 

 



計劃參與人士 

 

1. 工作坊參與學生: 20 人 

2. 工作坊參與導師: 7 人 

3. 展覽參觀人次: 約 800 人次  

4. 論壇出席人數: 約 200 人 

 

計劃成效 

 

由工作坊的引導討論，到落區遊歷，訪問街坊，最後選取題材作深入研究，我們

相信同學現在閱讀九龍城，以致一個社區的角度和眼界，定必起了一點點的變化。  

另一方面，從展覽中發表的想像，論壇時演說的內容，我們看到同學不僅展示了

各自的努力和見解，亦爲論壇的在場人士帶來不一樣的觀點。由此可見，整個計

劃於兩個不同的層面都起了明顯的衝擊。 

 

學校層面： 

1. 同學們學懂觀察身處環境的特質，繼而欣賞其可取之處，是作爲一個社區生

活者對社區生活投入和關注的可貴表現； 

2. 同學們的洞察能力和敏感度得以加強，再配合工作坊導師對九龍城基礎建設

和規劃的講解，使他們能就各自選取的題材，獨立地作出進一步的研究和發

展； 

3. 訪問舊區街坊及店舖等活動，讓同學有機會與長久在九龍城區生活和工作的

市民交流及討論，加強了同學對社區的歸屬感； 

4. 對九龍城區多了一份認知，使同學們能發掘社區值得讓大衆欣賞和保存的事

物，以及它可持續發展的地方； 

5. 介紹啓德發展計劃的方向和概念，以真實的市區更新計劃作參考例子，增加

同學對市區重建的興趣和關注，令他們可積極給予意見，思考九龍城與啟德

的未來聯繫。 

 

社會層面： 

1. 擴大討論/參與者層面：由過去居民、社運及相關專業人士的參與，到現在學

生階層的加入，引發更多元的討論； 

2. 增加意見收集渠道：以往收集得的市區重建意見，缺乏了學生階層的積極參

與，然而，是次計劃提供了平台，讓高中生多瞭解和投入，使不同聲音能一

起發聲； 

3. 培養年輕一代對城市發展的意識和關注：中學生作為社會的未來棟樑和社區

的使用者，應更積極參與，締結理想、優質及充滿活力的環境。 

 



計劃  工作坊部份 

 

地點: 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4 樓評論室及 412 室 

日期: 2009 年 3 月至 5 月 (星期六) - 每星期兩節 (假期除外)，每節為兩小時 

 

參與學生: 20 人 

 

參與導師: 

1. 蘇玨 (文化研究學者) 

2. 甘詠雯 (建築師) 

3. 呂汶珊 (設計研究員) 

4. 朱永日 (設計師) 

5. 鍾慧沁 (出版業工作者) 

6. 陳曉蕾 (記者) 

7. 楊煒強 (建築師) 

 

計劃  展覽部份 

 

地點: 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展覽廳 

日期: 2009 年 7 月 7 至 11 日 

 

參觀人次: 約 800 人次  

 

參展學生及作品: 

1. 余慧琳 – 龍城廢料再生中心 

2. 吳柏慧 – 九龍城灘 

3. 李詩詠 – Shopping + Sitting Cart 

4. 黃曉昕 及 沙蔚忻 – 九龍城地圖: 龍城奇遇記 

5. 沙蔚忻 – 若果獅子石道 5052 還在…… 

6. 黃曉昕 – 自助巷 

7. 何宇軒 – Roof Park 

8. 羅黛玲 – 九龍城空氣質素優化狂想 

9. 羅頴琳 – 等巴士 Bookstore 

10.  詹敏婷 – 地下隧道舞臺 

11.  黎寶欣 – <細味龍城> 與公共廣告裝置 

12.  梁穎君 及 余宛玲 – 樓梯舖空間研習 

13.  張城 – Sun Garden 

14.  黎煒儀 – 九龍城連接啟德路段的規劃建議 



計劃  展覽作品照片 

工作坊導師及黃英琦校監向嘉賓蘇翠影女士及       李詩詠作品 – Shopping + Sitting Cart 

陳婉嫻女士介紹學生作品                                     

羅頴琳作品 – 等巴士 Bookstore                何宇軒作品 – Roof Park 

 

黃曉昕作品 – 自助巷                            沙蔚忻作品–若果獅子石道 5052 還在…… 

余慧琳作品 – 龍城廢料再生中心                  詹敏婷作品 – 地下隧道舞臺 



 

 

 

 

 

 

 

 

 

吳柏慧作品 – 九龍城灘 

  

 

 

羅黛玲作品 – 九龍城空氣質素優化狂想 

 

 

 

 

 

黎寶欣作品 – <細味龍城> 與公共廣告裝置 

 

 

 

 

 

 

 

 

 

梁穎君及余宛玲作品 –                   黎煒儀作品 – 九龍城連接啟德路段的規劃建議 

樓梯舖空間研習 

 

 

 

 

 

 

 



計劃  論壇部份詳情 

 

地點: 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地下多媒體劇場 

日期: 2009 年 7 月 11 日 (星期六) 

時間: 下午 1 時至 3 時 

 

出席觀眾人數: 約 200 人 

 

出席嘉賓: 

蘇翠影女士 (發展局首席助理秘書長(規劃及地政)) 

朱霞芬女士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九龍 3) 

關慧玲女士 (發展局助理秘書長（市區更新）) 

麥黃小珍女士 (行政總裁 - 世聯顧問有限公司 -《市區重建策略》檢討公眾參與

顧問)   

陳婉嫻女士 (工聯會副會長) 

 

主持: 

黃英琦女士 

 

論壇流程: 

內容 講者 

簡介《市區重建策略》檢討 關慧玲女士 

介紹及評論啟德城發展計劃  
1. 朱霞芬女士 

2. 陳婉嫻女士 

發表九龍城研究報告: 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學生: 

1. 天際線  1. 黎寶欣 

2. 樓梯舖  2. 梁穎君 

3. 消失中的騎樓  3. 詹敏婷 

4. 後巷與貓貓  4. 沙蔚忻、黃曉昕 

5. 城寨之後   5. 李詩詠 

6. 從龍城到啟德   6. 黎煒儀 

嘉賓講者回應/ 評論學生研究報告 

公開討論  

 

 

 

 

 



計劃  論壇撮要 

 

論壇由發展局的關慧玲女士介紹開始，先講解《市區重建策略》的概況，包括有

關的背景、方針、方法和過程，以及 4R 策略、市民的角色等等。 

 

關女士就市區重建策略方面的簡介，為論壇作引子，亦為出席論壇的人士提供簡

單而清晰的概念，有助參與者對期後講者的演說的掌握。緊接著的是規劃處高級

城市規劃師朱霞芬女士，就啟德城發展計劃始末作的演說，以及播放的一段數分

鐘有關啟德城發展計劃的短片，兩者內容涵蓋以下五個要點： 

 

1. 簡介九十年代初至今的啟德城規劃 

2. 提及多個涉及填海的規劃方案均被否決 

3. 引述規劃署重新諮詢公衆並達致社會共識 

4. 說明發展計劃目標是將啟德城打造成文化、體育、旅遊和綠茵的樞紐 

5. 介紹啟德城的未來規劃 

 

朱女士就啟德城發展計劃的扼要報告，讓在場人士對政府就發展計劃的立場和意

向，有更具體和明確的理解。有別於關女士和朱女士，陳婉嫻女士發表的是個人

對啟德城發展計劃的意見，她認為現時的計劃是政府、居民及其他參與人士十多

年的努力，讚賞規劃署能聽取外間意見，表示計劃是官民溝通的好先例，認同舊

城活化官員和民間力量的重要性。陳女士亦藉論壇的機會，為發展計劃提出建

議，主張把新舊城區連接並活化，如建設行人道由舊城區步行到海旁等等。  

 

嘉賓講者的演說過後，七位創意書院的同學分成六組，發表專題報告： 

 

第一組，黎寶欣同學向在場人士介紹天際線。她指出天際線是建築物與天空連接

的線，又分為「微笑」的天際線 – 代表未向高空發展的老社區；哀愁的天際線 – 

代表了高密度「牙籤樓」充斥的現代社區；以及雜亂無章的天際線 – 代表未經

理想規劃的社區。通過對天際線的閱讀，同學認為可以瞭解該區居民的心理狀

況，以九龍城為例，打從啟德機場搬遷後，區內的建築物高度限制被取消，高樓

大廈在九龍城不斷興建，導致本來的微笑天際線變成了雜亂無章的天際線，而九

龍城的不同街道本有不同特色，亦可能隨著都市發展的慢慢的消失。 

 

第二組，梁穎君同學對九龍城區的樓梯舖作了一個詳細的觀察和研究，並手繪了

多個區內不同類型的樓梯舖面貌。除了介紹樓梯舖的特色外，她說明樓梯舖和附

近社區的緊密關係，但許多店舖現在已無法繼續經營，原因在於附近九龍城廣場

的競爭和唐樓的拆卸。她更引述有很多九龍城居民事實上並不會到九龍城廣場，

認為廣場與九龍城區是割裂了的。這專題報告或多或少闡明現代化的發展，於不



同層面上都未能連繫、鞏固及豐富使用者的生活，那重建更新的意義又在那裡

呢？ 

 

第三組的題目為消失中的騎樓，詹敏婷同學指騎樓即戰前興建的有腳建築，特點

是下層有商舖上層是住宅。她播放了於九龍城區內拍攝的騎樓照片，作簡單的個

案介紹。 

 

第四組，黃曉昕及沙蔚忻同學的題目是後巷和貓貓，是關於九龍城的印象。由於

人們總愛把機場和美食與九龍城聯繫在一起，然而，她們倆卻發現區內有不少流

浪貓，於是便從這細微的生活中發揮想像，用一座唐樓改造成流浪猫之家，有保

護、教育和保育的意義，亦可作爲街坊鄰舍的聚脚地。她們認為，應保護九龍城

的街坊故事、動物和植物，而不是人去樓空才懷緬，因為這是一個社區自然衍生

的特質，並不是刻意營造便可達致的。 

 

第五組，李詩詠同學以大角嘴的舊區重建計劃開始，指出重建破壞社區原有的經

濟網絡，並引述個案例子，如五金舖這類對地理及空間環境有特定需求的店舖，

無法得到適當的安置，以致不繼續經營，認為現時的推倒式政策使原區的人際和

經濟網絡消失。之後，她對九龍城的更新也有關注和憂慮，她觀察到九龍城的舊

區欠缺升降機和公園，建議在唐樓外加裝升降機，以及將唐樓的天台連接一起成

為空中花園，增加居民的連繫，亦方便區內年老人士的活動。 

 

最後一組的題目是龍城到啟德，黎煒儀同學表示九龍城有豐富的社會網絡、資本

和文化，社區內互給互足，更認為東西九龍的發展較少顧及附近地區的發展，各

區各自為政，而高消費人士的輸入破壞了原有的經濟網絡，縮少了小本經營商店

的空間，造成都市貧窮，故相信未來的啟德城發展未能為九龍城帶來益處。 

 

最後是公開討論環節。 

 

觀眾徐先生表示: 

 

1. 現時香港建築政策破壞大自然，終會令市民身受其害 

2. 反對啟德城的高密度發展 

3. 新舊區發展應該共融 

4. 新區的發展應同時顧及舊區 

5. 現時啟德城的發展和九龍城並無聯繫 

 

觀眾 1 認為: 

1. 啟德城的商場過多 



2. 商場大多沒有特色，商店容易重複 

3. 商場難以確保人流 

 

觀眾 2:  

1. 以麗江古城為例，它成功把舊的建築和新的店鋪融合再一起 

2. 反問重建計劃要多久才可以讓舊區轉型並達致新舊區融和? 

 

觀眾 3 指出: 

1. 啟德城計劃過於樂觀 

2. 新啟德的新型商業大廈林立，和以前的九龍城是兩個樣子，令九龍城區失去

區域特色 

3. 郵輪會污染海水 

4. 現時九龍城區生活物價指數比較低，隨著新區的落成所引起的物價上升會否

帶來舊區居民無法負擔的問題? 

 

陳婉嫻女士回應，認同舊區提供了很多空間給小本經營者，有關當局可參考布拉

格和鑼鼓巷等外地一些值得借鑒的例子，並道出土地發展除了建高樓大厦外，應

有其他的選擇，寄語市區重建應考慮社區經濟繼續發展的空間。 

 

論壇最後由發展局首席助理秘書長蘇翠影女士作總結和回應。蘇女士表示市區重

建有逼切的需要，以解決市區老化，強調重建計劃是希望解決而不是製造問題。

就啟德城發展而言，它並非割裂式的，而新舊區亦可以互相連接，認為在市區重

建時，租客、商戶和業主的意見不一致是經常發生的。她明言近年市民對地區經

濟、地區文化和保育的看法有所轉變，故此市建局推出市區重建策略檢討，以聽

取更多不同的聲音。 

 

 

 

 

 



計劃  論壇照片 

 

 



計劃  總結 

 

總的來說，市區重建絕不能以新蓋舊，我們不僅從學生的作品和演說中看見和聽

到，從觀衆的發言和回應中，我們亦能清楚的意識到，社區資本對居民的重要性，

舊有建築對歷史文化承存的價值，以及人脈關係對城市生活的可貴。 

 

珍惜資源分配 

 

舊城有其自然衍生的脈絡：店舖的分佈、居民的聚腳點和日常進出區內的路線。 

每一事一物都與區內居民的生活息息相關，他們有建立穩固的人際及經濟網絡，

慣性的消費點與鄰里碰面的場景，改變會打亂他們生活的秩序，甚或影響區內經

濟。資源的既有分配，從來都是維持一個社區穩定的重要元素，要更新基建，收

地重組，資源再分配會是一項不可遺漏而又難以駕馭的環節。 

 

新與舊的整合 

 

假若重建後的九龍城，沒有了原來的特質，滅去了線索讓下一代追踪過去，取而

代之，只有大型基建、購物廣場，我們又怎能期望年輕的一代擁有珍惜和重視既

有事物的良好價值觀？事實上，是次計劃閱讀的不只是九龍城，而是社區和人民

的本身，不同的發表和回應，都意味著更新重建與承存舊物的矛盾，要融合兩者，

定必要尋找和瞭解市民真正需要和嚮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