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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鳥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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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鳥花園(雀仔街)簡介

1960's

1980's

1960年代初期，鄰近旺角碼頭的上海街597號的奇香茶
樓，每天早上有不少街坊攜帶雀籠來品茗及交流雀經，稍
後漸成為該區的雀友集中地，吸引雀販前來兜售雀鳥及用
品。其後由於茶樓清拆，雀友便轉移陣地至茶樓附近的康
樂街。

發展至八十年代全盛時期，康樂街共有達八十多間專門販
賣鳥籠、雀粟、草蜢及雀鳥的專營商店，康樂街於是被俗
稱為「雀仔街」，並成為外國人到香港遊覽的著名特色景
點



雀鳥花園(雀仔街)簡介

1997年 「雀仔街」因市區重建而於1997年中清拆，政府把園圃街附
近一幅用地發展為主題花園，命名「園圃街雀鳥花園」，並
於同年12月13日開幕。佔地約3,000平方米的園圃街雀鳥花園
設有70個雀鳥檔，售賣各類雀鳥、飼料及雀籠。



雀鳥花園(雀仔街)的可持續發展



油麻地果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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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麻地果欄簡介

1913年

1950年

1965年

1913年落成，當年主要販賣蔬果

市場旁曾在1950年間設立九龍魚市場

位於長沙灣的蔬菜及魚類批發市場落成，油麻地果菜市場
（果欄）僅餘水果批發



油麻地果欄簡介

1990's

2004年

政府計劃興建長沙灣批發市場綜合大樓第二期，並將位於油麻
地的鮮果市場（果欄）遷往該處

由於該大樓的建築工程出現延誤，油麻地的鮮果市場（果欄）
搬遷日期因而須延遲至2004年



油尖旺區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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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尖旺區簡介

• 九龍區的傳統消閒娛樂區
• 近旺角一段，入夜後，附近的娛樂場所其門如市
• 佐敦及尖沙嘴，有更多的夜店、酒吧、酒店及大型商場
• 處於中央位置的油麻地，則擁有別具特色的夜市廟街，以及最具象

徵意義的油麻地生果批發市場（俗稱果欄），和各式各樣的舊區街
舖



油尖旺區簡介

經濟活動
• 以商業為主，旅遊業與輕工業為輔。
• 主要購物和零售中心
• 建有不少著名酒店，
• 本港的飲食娛樂中心
• 區內的金融服務行業也十分蓬勃
• 遊客必到的地區

市區重建例子
• 窩打老道8號 (住宅)
• 朗豪坊（商業）





什麼是社區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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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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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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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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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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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文物



文物保育與可持續發展的關係

文物假若不能持續發展,

最終…

香港會所舊貌 香港會所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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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育與可持續發展的關係

文物假若可持續發展…

法國奧斯博物館舊貌 法國奧斯博物館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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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文物保育

古物古蹟條例 (香港法例第五十三章)於一九七六年實施，以確保本港最具價值
的文物獲得適當的保護。古物諮詢委員會及古物古蹟辦事處於同年相繼成立。

相關機構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古物古蹟辦事處

長春社

地球之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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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文物保育

歷史建築物各級別的定義

一級歷史建築 具特別重要價值而必須盡可能予以保存的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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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還未足以獲考慮列為古蹟的建築物。這些建築

物將予記錄在案，以備日後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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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育的方法

• 保存
• 修復更生
• 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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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RVATION
保存



REHABILITATION
修復更新



RECONSTRUCTION
重建





1.資料搜集

1.1 問卷調查



1. 資料搜集

1.2 分析資料

日期:6-3-2002       中聖書院【關心校園】計劃(二)

               《理想校園設計》 
請你在以下的地方中，選擇自己覺得應該要改善﹑
增加的頂項目中投票。每人在每個地方最多投三
票。 
 
      位置 項目 票數 
    洗  
    手  
    間 

重新裝修包括: 
(1)天花板          
(2)廁格 
(3)加放盆栽 
(4)加肥皂 

 
(   ) 
(   ) 
(   ) 
(   ) 

    天  
 
 
 
    台 

重新裝修包括: 
(1)兵兵球台上天花 
(2)鐵絲網改變顏色 
(3)建設瓜棚 
(4)建設水池包括:(假
石山﹑養金魚) 
(5)加長椅 
 

 
(   ) 
(   ) 
(   ) 
 
(   ) 
(   ) 

 
 



2. 設計概念

唐樓博物館及地下街

設計草圖

-獻主會小學 (上午部)



小西灣文娛康樂區設計草圖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2. 設計概念

設計平面圖

設計側面圖



保育文物建築

設計草圖

（「關心文物建築」計劃）

2. 設計概念



打油詩

2. 設計概念



話劇表演

2. 設計概念



壁畫創作 -我們的社區

2. 設計概念



初步模型設計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麗城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2. 設計概念



初步模型設計

-新民書院

2. 設計概念



初步模型設計 - 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
2. 設計概念





計劃流程及時間

22/01/05
( 星期六 )

23/04/05
( 星期六 )  

社區文物花生騷

24/01/05
( 星期一 )  

專題講座

社區文物夢工場

27/11/04
( 星期六 )

社區文物暨遊樂日

先鋒
高級組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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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工作坊(22/01/05)的準備

參加者所須預備之東西(每學校為一組):

• 找出三張舊「雀仔街」的相片, 並在現時的雀仔街拍攝相同的境像, 
以及看看相中的地方有沒有給人任何不同的感覺(作3分鐘的報告)

• 「油麻地果欄」地方分析報告 (以任何題目和形式表達, 不多於3分
鐘)

• 「油麻地果欄」設計建議報告 (以簡報檔表達,不多於5分鐘)

報告內容包括解答以下問題:

• 應保存「油麻地果欄」嗎? 為甚麼? 

• 如你選擇保存的話, 在原地保存還是遷移往哪? 那些部份需要保留? 

• 那些部份需要改變?

• 如你選擇不保存的話, 你認為該地點應改為作甚麼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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