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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區公屋發展的歷史：社區及環境變遷與城市規劃的連結 

(圖 1：現今觀塘區的公屋用地)



觀塘區公屋發展的歷史：序言 

觀塘區公屋發展的歷史：序言 

觀塘有超過 37 萬人口居住於公共屋邨，是香港公屋人

口最多的區域。自 1950 年代開始，港府開始發展觀塘區，廠家

在工業區設廠，隨之而來的工人數量漸增，產生龐大的住屋需

求。花園大廈及俗稱「雞寮」的觀塘徙置區正是最早年興建的

公屋原形。 

作為一個以公屋為主體的地方，觀塘區孕育出一種草

根、貼地的獨特九龍屋邨文化，但隨着居民遷移及重建發展，

觀塘的公屋面貌將有所改變。為了保留此文化味道，觀塘區議

會觀塘區發展及重建專責小組決定以「觀塘區公屋發展的歷史」

為題，邀請學者分析及紀錄不同年代觀塘公屋發展歷程，從中

更希望學習並汲收過往經驗，改善城市規劃。 

最後本人謹代表觀塘區議會觀塘區發展及重建專責小

組對所有協助完成研究的人士，表達衷心感謝。 

觀塘區議會屬下 觀塘區發展及重建專責小組主席 

梁翊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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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城市與居住度 

根據昔日報告，觀塘早期其實並不屬於大家所認識的

「九龍市區」。若非 1950 年代的城市工業化以及大量移民湧入

香港，這裡恐怕不會成為本地人現在習以為常的「觀塘舊區」。

於 1954 年，香港政府曾組織一個跨政府部門團隊，旨在尋找一

個合適位置發展工業重鎮，以解決人口膨脹的問題。在一番商

討下，觀塘被選為最理想的地區並發展成香港的第一個「衛星」

城市。 

選址這裡，當然包括很多要素，但最重要的不外乎以

下幾個原因。其一，部份地方在當時為「堆填區」，所以易於

填海、便於發展。加上區內本身沒有太多「不正當發展」的建

築物 (例如木屋)，在規劃上也沒有太大難度。此外，觀塘的地

質多為久以風化的地表，在「移山填海」的概念下，把山勢移

平騰出建屋的空地相對較易。更重要的是，觀塘距離九龍半島

不遠，在當時的情況下，只需加強道路網及渡輪服務，就可以

變成一個既能自給自足又可與彼鄰連接的新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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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一個大都市變遷的縮影就這樣出現在小小一片

地方。不得不說，以造價而論，相對於當時的生活水平，這都

市規劃的發展金額可算是一個天文數字。作為香港第一次有系

統的大規模發展，當時的估價是大約一千萬。然而，當時的平

均工資只是數百元甚至只有數十元，這情況下，如此發展可算

是傾力而作。 

建基於此，政府還在 1956 年成立了一個針對觀塘發展

的小組，並規劃出一個可供 12 萬人居住的方案。當年的規劃藍

圖，不單把填海用地發展成一片一片大型的工業區，觀塘內亦

發展了四個住宅社區並提供相關公共及生活配套設施。 

經過了十年時間 (1956 至 1966 年)，觀塘變成為了一

個擁有 154 英畝工業用地的社區。於 1975 年，觀塘工廠的工

人更成為了全香港百分之十的主要勞動力。觀塘區能夠高速發

展，一方面是受惠於當時相對廉價的租金，同時也因為工廠土

地的買賣為廠主及當時政府帶來了可觀收益。也因如此，觀塘

與同期發展的荃灣在很多方面為政府和規劃者提供了關於建立

新市鎮的參考。在過後的新市鎮發展，例如沙田區，規劃藍圖

相比觀塘的早期計劃明確有顯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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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的發展，當然也導致持續的人口增長。因為工業

區的發展，觀塘人口於 1961 年至 1971 年間達到四倍以上增幅。

1970 年的觀塘人口甚至已經超過 50 萬，在當時的香港社會來

說，已經是一個非常人口密集的社區。 

翻查 1976 年的人口普查記錄，觀塘區約有 57 萬 5 千

的常住人口。為配合高速人口增長，於 1950 年代開始，觀塘大

規模發展公共屋邨。昔日的雞寮、牛頭角下邨、藍田邨、秀茂

坪邨和觀塘（鯉魚門道）邨及如今仍然存在的和樂邨和花園大

廈，都是當時的產物。被稱為「廉租屋」和「徙置區」的公共

屋邨， 就這樣成為了草根階層及低收入家庭的穩定居所，並且，

這些單位提供了相對可觀及舒適安全的居住條件。 

因為大規模公共屋邨的發展，於 1976 年，約百分之七

十八的觀塘居民住在「廉租屋」和「徙置區」。即使現在已經

不再是工業主導的社會，觀塘亦面臨大型重建，公共屋邨仍然

是區內主要居住場所。於 2016 年，觀塘區依然有大約百分之七

十的居民住在公共屋邨裡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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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儘管觀塘的居民大多數是住在公屋的低收入家

庭，觀塘仍可以算是一個相對多元的地區。如前所述，由於政

府的搬遷，許多不同地區居民搬到了觀塘，當中包括了不少潮

汕人士以及南亞裔居民。他們一般不是自發性搬到觀塘，而是

通過公屋安置方案分配到新的家裡。根據 1975 年對觀塘 1293

戶家庭的調查，近 45％來自香港其他地區，其中 12％來自香港

島。來自觀塘以外地區的絕大多數家庭（79％）從私人住宅遷

居至公共房屋。其中許多人曾住在共用公寓(例如板間房)或木

屋中。從觀塘區遷居的人大部分是木屋居民，因此他們必須經

常搬遷，直至被分配至公屋單位為止。與現今普遍看法相反，

從私人住宅遷居公屋，在當時被許多人視為社會階梯的攀升及

改善生活條件的方式。 

如此的高速發展，需要能夠減低部分就業與人口膨脹

衍生的問題，但是，發展亦同時為規劃帶來新的難題。首先，

高速發展的結果顯然易見是急劇的人口膨漲，使觀塘成為了香

港人口密度最高的社區之一。即使公屋戶佔了大比數的觀塘人

口比例，使得分租戶如劏房的問題變得相對不明顯，可是，觀

塘居民的平均住宅室內可使用面積仍然是遠低於香港其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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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973 年間，徙置第一、第二及第三型公屋的每人平均可使用

面積只有 24 平方英尺，即使是當時比較新型的廉租屋邨，每人

平均可使用面積也是大概 35 平方尺而已。雖然在不斷的改善下，

新的公屋單位的平均居住面積仍然相對私人住宅為低。 

面對如此的高密度環境，擠擁的居住場面已經不單出

現在公屋內，而是在社區的每一個角落裡。某些街道，甚至有

3000 人住在約一英畝地方的情況。即使是區內已經建設了不少

公共設施，但是基建與配套仍然不足以支援社區人口。此情此

景，直接導致了觀塘居民覺得居住空間嚴重不足。 

觀塘同時亦有生活配套不足的問題。1970 年代的觀塘

只有一家政府診所。而該區第一家醫院 (基督教聯合醫院) 也是

直到 1973 年底才開放。儘管小學和教室的數量被認為是足夠的，

可是，當時很多屋邨學校其實是位於公屋的天台上。加上早期

的生計模式，小販和休憩設施成為了曾經共存的經典。 

與此同時，由於觀塘原本並未計劃發展成為一個設施

完備的新市鎮，所以對香港不同地區的陸路運輸和海上交通都

極為依賴。在 1960 年代初期，常規的公共汽車服務相對有限。

即使定期巴士路線的數量從 1960 年的 3 條增加到 1973 年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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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以上，觀塘居民仍發現從觀塘到九龍其他地區的交通聯繫不

充足。此外，由於道路網絡和設施有限，交通擠塞是每天往返

觀塘區的居民的普遍問題。自 60 年代以來，觀塘與九龍及香港

不同地區之間已有數條渡輪航線營運多年，但直到 1972 年才建

成專用渡輪碼頭。當時乘搭渡輪的居民必須使用一個甚至沒有

遮蓋物的公共渡輪碼頭。 

因此，觀塘在最初的 20 年的發展，許多基礎和輔助設

施在規劃和執行方面都遇到困難，原因是觀塘必須趕上人口迅

速及密集增長的問題。蓬勃的工業發展和觀塘公共房屋計劃的

實現，儘管可能減低預期人口增長所出現的問題，但人口過於

密集同時亦反映了當時規劃方面本身的缺陷，以及當時政府及

其規劃人員的經驗不足。在土地利用規劃方面，因為觀塘區內

有不同的土地用途，觀塘道變成了一條將工業區與居民分隔開

並劃定了土地用途的明確邊界 (圖 2)。於是，從觀塘道一直延

伸到海濱的工業區為迅速發展的工業提供了充足的土地。儘管

接近民居和公共屋邨，但當時該地段只允許發展「無煙工廠」，

因此觀塘公屋居民受空氣或噪音污染影響的可能性相對較少。

反之，位於市中心的商業區一直被認為不足以滿足觀塘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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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因為它原本只計劃供給 25 萬居民使用。即使觀塘的人口

比政府的預期增加了一倍以上，但商業區的規模仍與最初計劃

的相同。結果，需求旺盛與空間不足導致了觀塘正式的商業用

地租金價格相對比較高。 

 

(圖 2：觀塘道。工業區與居民的分隔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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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觀來說，雖然從來政府沒有計劃將觀塘發展成為一

個完全自給自足的「衛星」城市，但建立工業新市鎮的初衷之

一是通過在工廠附近建屋來為製造業提供足夠的勞動力。如前

文所述，由於觀塘的很多居民選擇在其他地方而不是附近的工

廠工作，因此居民非常依賴公共交通和道路網絡，亦導致觀塘

與香港其他地區的勞動力產生大量替換。這情況基於多種原因

形成。首先，當時的觀塘還處於發展初期，許多搬到觀塘的人

仍然需要在區外工作。為了不想轉換工作環境，不少人寧願每

天乘搭公共交通通勤上班。其次，由於製造業工作條件差和薪

酬相對較低，所以即使是藍領工人亦未必願意在觀塘工廠上班，

包括公屋居民。許多居民認為在觀塘以外的工廠也許能找到更

好的工作機會。最後，由於只關注觀塘的工業發展，導致白領

職位短缺，當時的白領不得不在其他地區另覓工作機會。 

綜合以上各方面來說，觀塘不是一個完全自給自足的

新市鎮。儘管大多數公屋居民的階級背景相似，但觀塘公屋社

群至今仍保持了其社會多樣性。隨著時間的流逝，觀塘發展的

許多改進措施已逐步實施，並且通過增加資源及另立更好的計

劃糾正了上述許多問題。所以，新的藍圖亦為二十一世紀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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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及公屋發展帶來了一個不同的面貌。我們將在下文討論這樣

的生活模式如何為觀塘公屋居民提供了社區活力。 

 

社區建設和真實性 

城市的居住度從來都不只是一個客觀的條件，而是一

個居民透過對空間的想像所得出的結局。就如著名的城市學者

Jane Jacobs 一樣，她本身並不是一個建築師，也不是規劃師，

但她的居住經歷和對空間的想像卻衍生出著名的「城市活力理

論」(urban vitality)，影響深遠。這其中還必須從她的個人經

驗說起。 

Jacobs 可以說是當代城市規劃及研究中最有影響力的

人物之一。並且，她在如何規劃，建設和發展城市社區中扮演

了非常重要的角色。Jacobs 主張空間和社會混合的居住模式，

並以她居住在紐約市格林威治村的生活經驗為例。Jacobs 認為，

理想的「鄰里」是一個小規模的社區，並擁有高密度、社區活

力和多樣性等社區特徵。與當代許多城市規劃師形成鮮明對比

的是， Jacobs 十分反對現代主義的城市規劃，因為這些規劃通

常主張批量發展及重建大型基礎設施和高密度住宅。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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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obs 也不認同鄰里自給自足的想法。她認為，「缺乏自給自

足的經濟或社會因素是城市社區的自然和必要條件」，並且應

將此情形視為城市整體流動的一部分，而不是單純發生在某個

城市角落的特殊例子。 

1950 年代及 60 年代期間，Jacobs 曾和紐約市都市發

展的負責人 Robert Moses 發生多次因為城市規劃分歧引起的

衝突。其中，一場比較主要的衝突集中在 Moses 針對修建新公

路的建議上。當時，建議中的公路將穿越華盛頓廣場公園，而

該公園正是 Jacobs 居住的社區(格林威治村)的主要公園。

Jacobs 是反對擬建公路的主要成員。她試圖通過組織社區中不

同的人群反對擬建，並獲得當地政客的支持來拯救公園。通過

類似的方法， Jacobs 試圖推動和普及她對現代主義規劃政策的

批判，特別是針對這種現代主義規劃下產生的美國許多城市社

區衰落的批判。 

雖然不會 Jacobs 認同把觀塘建設為一個衛星城市並擁

有大量高樓大廈及公共房屋的想法，但可以說，使格林威治村

成為一個充滿活力的社區的某些特徵，仍然能在觀塘的不同地

方中找到。她理想的社區的主要特徵之一是「人行道上的芭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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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ballet of the sidewalks)。Jacobs 認為，城市本身就是的

一種藝術形式，由不斷的運動和變化組成。她同時認為：「優

美的城市人行道上的芭蕾舞劇從不到處重複，在任何一個地方

總是充滿新的即興創作」。所以，人行道上的芭蕾舞很大程度

上取決於街道的空間和社會多樣性，這亦意味著不同的人在不

同的時間不斷地進出社區。人行道上不斷變化的社交及社區環

境為鄰里提供了流動性和活力，同時又使鄰里生活與更大的城

市社區聯繫起來。 

人行道上的芭蕾舞帶來的活力和流暢性也帶來了充滿

活力的社區的另一個重要特徵 — 「眼神之下的街道」 (eyes 

upon the streets)。眼神之下的街道的本質是對鄰居進行相互

的社會監察。換句話說，Jacobs 認為，儘管鄰里的居民不一定

認識每個人，但他們應該彼此熟悉，以便願意通過監察街道來

維護每個人和鄰里的安全。不同的人在一天中的不同時間參與

不同的社交活動，這意味著在大街上總會有人利用一些「眼睛」

互相照料。Jacobs 認為，通過熟悉的陌生人之間每天共享使用

社交空間進行這種非正式監察活動可以使大城市的街道更加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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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從而使市民可以自由地漫遊及進行各種社區活動。因此，

眼神之下的街道可以在許多方面增強小規模社區的地方感。 

Sharon Zukin 借鑒 Jacobs 的作品，把與地點相關的

「真實性」概念化。簡而言之，真實性是使地方獨特的功能。

正如 Zukin 所說，真實性是通過空間和時間來了解城市的一種

方式。真實性既是空間的，又是時間的，它可以代表起源和新

起點。更重要的是，它將美學與鄰里的社會組織聯繫起來。 

Zukin 認為，近年來，真實性不僅反映了消費者的品味，而且

還成為一種推動文化形式的力量。不同的利益相關者試圖利用

這種力量，將不同街區和城市藍圖串連到一起。換句話說，不

同的人群對於某個地方的真實性總是存在著不同的意見，但這

亦對社區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就觀塘而言，居民所認為及

能感受到的觀塘「鄰里」環境和真實性，不一定與規劃師或政

府的看法一致。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如何看待某個地方，最終是

一個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我們將在稍後有關空間產生和地

方感的內容中再次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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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基礎設施和公共空間 

除了社區建設和真實性， Jacobs 還說明了社交網絡的

重要性，並強調這對於鄰里社會資本的積累至關重要。儘管她

的社交網絡概念包括平凡的日常社交活動，平凡日常產生的信

任使鄰里之間能夠互動，並通過不同公共服務和設施來促進社

交連貫性。有關全球社會基礎設施的討論，一般圍繞在許多廣

泛的定義上，例如「使社區團結在一起的黏性」 (glue that 

holds communities together)。 

建基於此，學術界和公共政策制定者廣泛地定義了

「社會基礎設施」。首先，這是因為對固有概念理解的主觀性；

所以每個人和不同機構對如何定義社會基礎設施都有自己的看

法。其次，根據服務目的或議程，該定義相應地包含了能夠滿

足相關目的要求的基礎結構或「社會」要素。在許多方面，社

會基礎設施可被描述為「再分配」服務；該術語指出「彌合不

平等差距而需要產生並分配給公民的所有設施」。這些「設施」

通常是服務；如果具有規範性，則無論所有人是否有能力或願

意支付相關費用，機構都應該向他們提供這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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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基礎設施的最基本及最明顯的

組成部分是教育，醫療保健和可負擔住房，例如公屋。娛樂和

文化設施也屬於社會基礎設施類別。 

但是，在地方層面，這種廣義的定義適用範圍很窄，

因為只能針對與教育，醫療保健，社區設施和房屋政策有關的

命題，而不是社會服務層面，例如老人服務、兒童托管服務等。

這種定義的差異暴露了社會基礎設施供應和維護的結構性問題。

真正的社會基礎設施的組成部分其實還包括無形或「軟性」基

礎設施，例如社區支援服務，提供社會安全網的關係網絡，以

及為老年人和特殊需要群體提供的服務和社會保障。因此，社

會基礎設施需要同時考慮建設社區和為建立社區凝聚力，並以

此奠定基礎。這與污水、電力、水、道路等其他基礎設施形式

的「受益服務」截然不同。Milton Friesen 認為，以上的協作

能使社會基礎設施既可以充當社交平台，同時可能成為促進

「民主，平等，創新和自由」的工具。這樣的平台還使受益人

具有「討價還價」的能力，同時能夠協助他們再探索生活的需

求以及他們所選擇的生活條件。在缺乏正式和有形的社會基礎

設施的情況下，社區成員特別依靠非正式和無形的社會基礎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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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生存。因此，要了解觀塘的公屋發展歷史，重要的是同時探

討正式的、有形的社會基礎設施以及非正式的和無形的社會設

施。 

繁榮社區的另一個重要指標在於其公共領域和公共空

間的活力。公共空間可以廣泛地定義為對所有人開放的區域；

它一直是人類文明的組成部分。除了公園和廣場等娛樂場所和

社交聚會場所外，公共場所還包括方便及改善交通和人口流動

的連通空間。Richard Sennett 指出，傳統的公共空間，例如市

集、劇院和公共廣場，不僅是一個旨在進行社會互動和商業交

流的混合場所，還是「重要的公共話語和表達不滿的場所」。

公共場所為不同的群體以及個人提供了一個可以「看到」和

「聽到」的「真實」自然環境，並為不同團體和組織向城市宣

傳自己的主張和理念提供了重要的平台。總而言之，公共空間

對於城市生活至關重要，因為它們不僅是城市中少數人可以相

遇和自由互動的地方。正如 Zukin 所言，公共空間同時成為了

人類社會「不斷地探討邊界和界限」的標誌。與大多數其他城

市場所不同，傳統上，公共場所具有普遍可達性和公共所有權

的特徵，有助於保護其中不同社群產生不涉及中介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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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 Max Weber 的理想概念，Fran Tonkiss 定義了三

種截然不同的理想公共空間類型，並「依次捕捉了三種在公共

場所與他人在一起的不同感覺」。第一種是對公共空間的最正

式和最真實的解釋。在這些地方，政府或其他公共團體在原則

上向所有市民保證了公共空間的普及性。根據 Tonkiss 的說法，

第一類公共場所包括了不同類型的空間。從廣場及紀念性和象

徵性場所，到公園及兒童遊樂場等日常使用設施，都屬於以上

範圍。第二種公共空間集中在所發生的事情的社交性和互動性

上。與第一類公共空間不同之處是，這些空間可以是私人管理

的，例如是咖啡館，酒吧和餐館之類的私有場所。人群可以在

這些場所當中進行某種形式的社交。這種公共空間的公共性

「不完全是誰擁有它的問題，而是它所產生的共同生活感」。

第三類公共場所，對於觀塘公屋居民而言，也許是最重要的。

這類公共空間是「人們共有歸屬感但不一定存在社會交流的

『世俗公共空間』」。第三類公共場所最好的例子就是城市的

街道和行人道。在這些非正式的共享空間上，不同的人會遇到

其他人，並必須適應他們的生存。正如 Tonkiss 所言，這些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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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的公共場所對社區發展的重要性與正式的公共場所一樣重

要。 

 

公共空間與城市發展 

了解公共領域和公共空間如何改變城市發展的其中一種方法是

通過 Sennett 所說的開放式和封閉式系統探討公共空間的結構。

Sennett 認為，封閉的系統是處於「和諧平衡」的系統，而開

放的系統是處於「不穩定演化」的系統。相對於與使城市發展

延滯的靜態(但決定性的)封閉系統，開放式系統的特徵是其形

式上不完整。因為形式上不完整，居民可以透過不斷的參與改

變發展方針。這種開放系統可以理解為 Rahul Mehrotra 的「動

力之城」(kinetic city) 的一種延伸。 Mehrotra 認為，動力之城

擁有「自然的臨時性」，並且「不斷地對其自身進行改造和重

塑」；是以，空間的形態和認知僅取決於其存在方式。最簡單

的例子是：孩子們傾向於在「不正式的遊樂設施」的空間玩耍。

通過以非預先設計的方式使用空間，孩子們可以挪用任何空間

將其轉換為遊樂場。正如 Sennett 所論證，這種使用的相對性

賦予了開放式公共領域生命力和社區活力。更重要的是，他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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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開放系統所產生的空間是民主的，而「民主不僅是一種法

律意義，更是一種真實存在的物理體驗」。這些民主空間是自

下而上建造和營運的，並屬於居民的。所以，Sennett 主張的

理想公共領域應該是開放的，並允許人們不僅表達自己，還允

許差異存在和互動。這對於社區的發展尤其重要，因為只有透

過不同的差異和互動時，才能形成公民紐帶。如果不同的人僅

僅集中在一起而沒有任何互動或交流，社區多樣性就會失去力

量。 

除了開放性和緊密性，Sennett 認為「一種能夠幫助我

們積極應對時間變化的空間差異在於邊界與邊界之間的差異」。

透過自然生態學中不同的探討，Sennett 發現邊界是不同物種

相遇並通過相互作用變得更加活躍的區域。同時，邊界是物種

由於不活動而彼此封閉的界限。 邊界可以看作為一堵牆，而邊

界的邊緣狀況則像是多孔膜。不過，這些條件並非相反的。

「邊界的對立」只是兩個不同物種相互之間的連接，以此允許

自由和不受控制的相交作用。結合了孔隙率和阻力，邊界能同

時打開和關閉，並分開連接不同群體。當邊界變得過於疏散和

開放時，弱者將永遠被壓倒，最終被強者消滅。所以，在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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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條件的層面之上，抵抗力與孔隙度一樣重要，並且兩者的

結合決定了理想的公共領域。 

透過以上理論，Sennett 以位於紐約西班牙哈林區（西

班牙裔）附近的市場進行規劃作為「邊界使用或邊界條件如何

影響不同社區發展」的一個重要例子。當時的規劃師沒有將市

場放在貧窮的西班牙哈林區和南部富裕的白人社區之間的邊界

上，而是將市場放在西班牙哈林區的中心。這反過來又加強了

不同的社區之間邊界的影響。正如 Sennett 所言，如果計劃者

將市場置於更接近邊緣的地方，也許能夠使兩個社區之間產生

互動。以觀塘為例，雖然有些鄰里受到邊界條件影響，例如昔

日的雞寮公屋群和月華街，但是，某些觀塘公屋亦同時受到物

理限制，例如牛頭角道對花園大廈的影響和明渠對翠屏社區的

影響 (圖 3)。這些有趣的地方，隨著觀塘從 1950 年成為衛星城

市到發展成為香港人口最多的地區之一，都變成了影響社區和

環境變遷的重要元素。 

 

 

 



第一章：城市與居住度 

 

20 

 

空間的生產 

根據 Henri Lefebvre 的理論，社區空間是一種社會結

構與過程的產品。儘管普遍人將空間視為抽象及無形的東西，

並與具體的現實分離，Lefebvre 認為空間其實已經採取了「某

種其自身的現實」，與商品和貨幣沒有什麼不同。他的空間概

念的核心是，空間不僅是事物或活動發生的容器或環境。與之

相反，Lefebvre 把空間看作是建築環境與象徵意義以及日常生

活之間的關係，並認為它是由各種關係和社會結構所塑造的。

空間是我們了解世界的基礎，而 Lefebvre 認為，關注的重點

「必須從空間事物轉移到空間的實際生產」。為了理解空間的

產生，Lefebvre 認為更重要的是必須接受社區空間的複雜性和

多樣性，以及如何將社會關係嵌入其中。所以，社區空間是一

個三元相互關係的探討，因為構成的主要因素為三個截然不同

的空間概念三元組(conceptual triad)：「空間實踐」，「空間

的再現」和「再現的空間」。以上三個元素，亦同時被廣泛採

用於認知和生活的概念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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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實踐是指日常生活實踐與建築環境中產生的任何

物理變化之間的關係。一方面，空間實踐的重要性通過「生產

和再生產」，達到每個社會形態的特定位置和空間匯集，並為

各種社區活動和關係提供了共同結構。另一方面，空間實踐通

過重塑物質空間的社會經濟過程來連結社區。透過我們日常生

活，空間實踐將上班地點，休閒場所和私人生活聯繫起來，並

從社區基礎設施和網絡之間的關係中找到「日常實境」(daily 

reality) 和「城市實境」(urban reality) 之間緊密但又存在自相

矛盾的連結。「社會的空間實踐會自然地衍生出社會的空間」，

換句話說，空間實踐既涉及由建築環境的驅動與重塑造，同時

也涉及實踐過程中再度產生的新一層物理空間。空間實踐對於

社區空間的三元相互關係至關重要，因為它成為了任何社會每

天正常運作的凝聚力。更重要的是，當空間實踐被視作對空間

的認知時，居民可以通過日常經驗對社區空間進行認識與探索。 

相對而言，空間的再現是一種構想空間 (conceived 

space)。它是一種主導性的社區空間並影響著空間的生產方式。

與構想空間相關聯，空間的再現通常與空間的生產關係以及這

些關係所施加的順序聯繫在一起。空間的再現通常是由規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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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以及工程師和其他專家構思的，可以在政策文件，發展

藍圖和科學結果中找到。它們代表了專家們對社會空間的心理

建構的體現，並傾向於利用系統化的編纂方式來發展藍圖。是

以，空間的再現受到空間的生產的理論及意識形態極大的影響。

可以說，在許多方面，空間的再現是以主導的方式（當前社會

中的資本主義）對社會空間的生產上施加力量，同時亦成為社

會控制和影響的手段和工具。Lefebvre 曾言及，空間的再現

「在空間的產生中具有實質性的作用和特定的影響」。其影響

不僅是象徵性的或虛構的，而是有實際和物質性的 (例如建築

項目)。 

相反，再現的空間是一個由生活經驗主導的生活空間 

(lived space)。它是居民和土地使用者的共同空間，並「直接

通過與其相關的圖像和符號」生活。與空間的再現不同的是，

再現的空間「不需要遵守任何一致性或凝聚力的法則」。簡單

而言，再現的空間是「歷史的信息」，同時也是居民「充滿活

力和想像力的生存空間」。也可以說，這是一個「能生動地表

達地方情感的生活空間」。儘管再現的空間常常限制於由上而

下主導的生產方式及空間的再現 (例如規劃師的發展藍圖)，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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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febvre 卻 將 其 視 為 佔 有 及 挪 用 的 空 間  (space of 

appropriation)，即「可能發生的空間變革 (spatial revolution) 

的場所」，取而代之成為居民透過想像形成的「異度空間」。

但是，由於沒有必須實踐再現的空間的需求，再現的空間往往

僅是象徵性的結果，其生產的「作品」可能最終會「枯竭」。

因此，再現的空間的關鍵在於如何實踐任何空間變革，不僅要

產生出再現的空間的對立性存在，同時要設法改變和適應空間

實踐和空間的再現所產生的問題。如果一場變革失敗了，沒有

「創造出新空間」，多半是因為這變革本身並沒有改變生活，

只是改變了意識形態的上層建構。 

根據 Lefebvre 的說法，空間三元相互關係的所有方面

都是相互聯繫的，因為它們始終都在描述一個共同作用。但是，

由於某些歷史和社會特定的空間化決定了三方之間的平衡，並

且因為過程中某方的「優勢」，導致不一定能有效產生空間的

凝聚力。例如，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下的城市發展以空間的再

現 為 主 導 ， 並 傾 向 於 把 空 間 「 商 品 化 」 與 「 官 僚 化 」

（commodification through space & bureaucratization），然

而卻忽略了居民的生活空間以及空間的使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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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來說，Lefebvre 的空間三元組看起來是抽象的，

象徵性的並且難以掌握。但是，Lefebvre 認為，空間的生產實

際上與任何其他商品的生產一樣具體。更重要的是，此概念可

以將城市視作多種空間並進行研究。所以，三元組的空間概念

化不應被視為僅僅是一個抽象模型，而這一概念如果無法具體

把握的話就會失去其應用的能力。以香港為例，探討「重慶大

廈」在不同情況的空間產生下不同群體之間的互動，正是一個

把抽象概念轉化為應用的例子。以重慶大廈為例，不同族群在

不同時間點的人口流動，產生了重慶大廈日與夜的分差。在

「重慶森林」的世界裡，每個人、每個族群，都活出了專屬他

們的生活藍圖。而這個生活藍圖，並不是原來的建築方針「計

劃」出來的。延伸至觀塘公屋及其發展歷史，多年來建築藍圖

與居民生活的不一致性，亦可以透過 Lefebvre 的空間三元組進

行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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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感 

Edward Relph 的著作 「地方感與無地方性」 (place 

and placelessness)是基於空間現象學的研究。根據 Relph 的

觀點，現象學 (phenomenology) 是「一種傳統哲學，它以即時

體驗的生活世界的現象為起點，然後通過觀察和描述以詮釋現

象」。 Relph 認為，現象學方法代表了一種研究環境的可行選

擇，並且可以添加到規劃，建築和地理領域的現有方法中。此

外，這也是對人文地理學針對科學和定量轉變的一種回應。正

如 Relph 所說，「在試圖使人，空間和自然成為研究對象時，

它與現實世界相去甚遠 」。Relph 的空間和地方現象學以他對

空間的體驗為中心。根據 Relph 的說法，空間「永遠不會是空

的」，而是具有源於人類的想像力以及空間特徵的實質內容。 

Relph 參考 Albert Camus 的著作，認為有三個組成地方身份

(identity of place)的要素–靜態的物理環境 (static physical 

setting)、產生的活動 (activities that take place)以及地方的

含義 (meaning of the place)。但是，Relph 強調，如果沒有將

它們聯繫在一起的較不明顯的元素，分析地方身份將會是不完

整的。 



第一章：城市與居住度 

 

26 

 

Relph 將地方感  (sense of place)定義為「識別不同地

方以及關於地方不同身份的能力」。這不僅指地方的特徵和個

性，還針對其「內在特質」(insideness)。藉著羅斯金 (Ruskin) 

對「真實生活」(true life) 和「虛假生活」(false life) 的區分，

Relph 堅持認為，地方感是既「真實的」(有著對地方身份整體

複雜性直接和真實的體驗)，同時亦「不真實的」(一種非直接

並人為的針對地方的形態)。關於後者 (不真實)，Relph 將其描

述為「無地方性」。「無地方性」是由於對地方的意義不敏感

而導致對獨特地方的偶然消滅，甚至產生出所謂「標準化景

觀」。此情況在大眾文化的擴散下變得越來越普遍。正如

Relph 所言，無地方性被迪士尼化(disneyfication) 和博物館化 

(museumfication) 深度影響；這種形式在工業化社會中比比皆

是。直至現今，許多城市仍在發生這種情況。儘管在 1970 年代， 

Relph 的空間和地方現象學被認為是一項激進的探討，但他的

書中提出的大量概念和論據，自那以後，不僅在人文地理學領

域內，甚至在建築，規劃和城市社會學中都具有廣泛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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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許多學者也探索了地方感的概念。例如，法國人

類學家 Marc Auge 研究了「地方」和「非地方」之間的區別。

他借鑒了 Michel de Certeau 的定義，將非地方定義為「沒有

連繫上歷史身份及關注現今身份」的空間。非地方通常不會引

起任何歸屬感或身份認同，也不會使人有興趣共享空間。在城

市中可以找到的非地方的實際例子包括高速公路和機場。但是，

地方和非地方的認知同時也是一個主觀問題。因為，它很大程

度取決於人與空間的關係。換句話說，對於一個特定的人而言，

一個「非地方」可以是對另一個人而言具有重要意義的地方。

以觀塘公屋為例，不同年代的居民對於地方和非地方的認知，

以至地方感，都是相對而不盡相同的。 

進深來說，地方感可以透過地理學家段義孚（Yi-Fu 

Tuan）的作品中使用的術語「戀地情結」(topophilia) 來描述

人與某些地方之間的連結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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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義孚指出，戀地情結是「人與地方或環境之間的情

感紐帶」。換句話說，戀地情結是一種帶有強烈的地方感的情

況，並透視出需要對某個地方或環境的「愛與關懷」。 段義孚

在他的書中探討了個人的認知，以及生活態度和世界觀以至對

環境的價值觀如何塑造和影響戀地情結。對於段義孚來說，戀

地情結描述了人與環境之間的辯證關係：情感紐帶不僅是人們

對環境的投射，物理環境還影響著人類的認知和生活態度。儘

管這本書的主要重點是人類不同的情感投射，但環境的影響確

實對戀地情結產生了重要作用。段義孚認為，「環境」本身可

能不是導致戀地情結的直接原因，但是環境所提供了感官刺激，

使不同人因為認知裡的環境投射重塑了快樂和理想的影像。 這

種環境的投射，段義孚認為，是建基於所有感官的感知，而不

是單一的。簡單以一個例子說明之，遊客對中世紀大教堂的體

驗不僅涉及視覺，還涉及觸覺，氣味和聲音。所有感官的結合

可以幫助遊客充分了解大教堂的基本特徵。如此類推，段義孚

指出，我們的身體對空間和位置的反應，是既有觸覺層面的，

同時也有心理上的影響。更重要的是，我們對環境的友善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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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源於身體的感覺和以及敏感性，個人的文化背景和價值觀亦

有決定性的影響。 

是以，戀地情結這個概念的核心在於，儘管所有人都

擁有相同的感官和共同的認知，但是在我們不同的文化形態影

響之下，意味著沒有兩個人看到「相同的現實」，也沒有兩個

社會群體能對同一事情有著完全相同的評價。 是以，段義孚並

沒有著眼於特定人群或特定地點上，而是通過人類與環境之間

的關係探索普遍的規律。建基於此， 段義孚將地方作為一個概

念來撰寫，因為他的重點是地方的本質，而不是地點本身。這

進一步探討了空間和地方之間的區別。儘管空間比地方更抽象，

但它們的含義在實踐中經常融合在一起。空間和地方之間的區

別的關鍵在於：空間是用於流動的事物的，而地方是用於靜止

的事情的。這使得地方性能成為感知的中心。當我們在某個地

方停下來並且「變得更好地了解它並賦予它價值」時，就會產

生一種地方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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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地方感的發展並不一定取決於環境的物理性特

徵或價值。隨著時間的流逝，對地區的熟悉程度和生活經驗的

累積可能會導致居民對本來殘缺不堪的環境產生一種地方感。

經過多年的觀塘公屋發展，不同年代的公屋居民亦可能會有不

同地方及社區產生出不同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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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牛頭角道與花園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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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觀塘公屋與香港建築及規劃的連結 

 

為了更清楚了解觀塘公屋與香港建築及規劃的連結，

以及觀塘區公屋歷史傳承的衍生問題，本研究與前房屋署高級

建築師衛翠芷博士進行了一個相對比較深入的採訪。 

剛開始採訪衛翠芷博士時，我們以觀塘區其中一個早

期公共屋邨 — 佐敦谷邨作為我們的對話內容。說起佐敦谷邨，

老觀塘居民的最深印象一定是這條屋邨的微型社區建築模式。 

當時，屋邨裡有一條「佐敦谷渠」。這是佐敦谷水塘

延伸而來的大明渠。大明渠的兩旁，就是佐敦谷邨的七層徙置

大廈和五層高的佐敦谷工廠大廈。作為齊集了政府發展的工廠

大廈，明渠和徙置大廈的屋邨，佐敦谷邨在觀塘可以算是「特

色地方」，因為區內當時不缺的正是「工廠區」。作為前房屋

署高級建築師，衛博士以二次大戰之後的歷史角度討論此事。

在大戰以後，當時香港面對的不只是住屋問題，還有經濟與發

展的問題。在當時來說，公屋的發展某程度就是一種「土地重



第二章：觀塘公屋與香港建築及規劃的連結 

33 

 

新配置」，為的是騰出更多空地去幫助本土經濟發展。在那個

「木屋區」主導香港的時期，如果能正確地改善土地用途，不

單能解決住屋問題，更能夠提供不同就業機會。以經濟增長而

論，香港當時的主流就是輕工業。同時，在當時大戰之後到

1950 年代甚至到韓戰的時期，香港是一個主要的進出口港。那

個時期的美國實施禁運，所以美國貨物既不能到中國，中國貨

物亦不可能出口。於是，這樣子的一個進出口港國際地位以及

重點發展輕工業的社會影響下，即使是沒有「實體」的工廠，

輕工業仍然能夠在不論何時何地都持續進行。最簡單的例子是，

當時的香港可以說是「山寨廠」主導，而山寨廠的地點可以就

是公共屋邨。在那個時候，差不多所有的「屋邨師奶」都會每

人帶點手工活回家做。例如一件衣服，可能是甲太太縫製領口、

乙太太縫製口袋、丙太太縫製衣袖，然後就這樣把一件製成品

弄出來。有見於此，當時政府才會決定在發展徙置區的同時亦

興建工廠大廈，不竟那些七層大廈或者六層大廈的早期建設，

其實大家的店舖有一部份就是製作坊，例如做鞋的、穿膠花的、

甚至剪線頭之類的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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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博士同時亦指出，當時香港的其他地區亦有類似的

發展。例如，1957 年的長沙灣曾興建了第一個政府的工廠大廈。

當時的發展就是用第一型徙置大廈 (Mark I) 作為設計藍圖。這

個選擇，是因為第一型徙置大廈的設計簡單又彈性，只需要稍

為改動一下室內間隔就可以用。在這裡，衛博士舉了一個簡單

的例子：原本第一型徙置大廈的住宅設計是每一個小型單位大

約 120 尺，這對於工業用途來說不免太細，於是，工廠大廈的

單位就是直接把中間的間隔牆身拆掉。同時，因為工業用途的

單位需要非常大的負重量，所以第一型徙置大廈的工廠大廈比

住宅大廈更矮，甚至少於六層。這種關於高度的設計，其實還

是為了經濟利益，因為既不需要花費力氣去打造地基，又可以

在步行距離內方便當時居民上下班，達到生活與經濟利益平衡。 

這種針對實用性的情況，在處理污水時，亦起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當時的觀塘不是主要商業區，所以在設計上不需

要美觀，只需要講求功能性。簡簡單單的在屋邨中央搭建一條

大明渠，在當時來說，就是簡單實用。畢竟當時的香港仍然有

相對比較多的土地可以使用，不必每一塊細小的地方都需要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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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處理。而且，他們也不像現今社會一樣需要考慮到環境衛生

等問題。所以，當時的發展，只需要關注實際應用的層面。 

這種情況，在筆者的觀察上，也有類似發現。例如，

翠屏邨以前是「雞寮」，一個名副其實的徙置區。雖然在觀塘

的整體發展藍圖上並不是完全的自給自足，但在當時徙置區的

實際操作上，其實仍然以靠近工業區為發展的主導。 

 然而隨著歷史的進程，公屋的建築與發展也是產生了

轉變。在這裡，衛博士再舉了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中期的公

屋，如坪石邨的單塔式的例子。衛博士以南區的華富邨和坪石

邨進行比較，說明當時的發展方案是雙軌進行的。她說： 

第一個的雙塔式建築是華富邨，這個是房委會自己發展的。然

而，坪石邨在當時是外判給私人建築師設計的。當時的私人建

築師設計的公屋，相對之下，更為彈性，並可能會配合地勢相

應發展出不同的建設。因為在當時來說，徙置大廈和廉租屋是

兩種截然不同的形式存在。在當時，徙置大廈是昔日市政局建

造的；而廉租屋是當時仍然被稱為屋宇建設委員會 (即今日香

港房屋委員會) 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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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配合大量的樓宇發展，當時屋宇建設委員會將不

少廉租屋外判給私人承辦商參建，這樣子，就能減少人手負荷

的問題。在 1973 年以前，屋宇建設委員會不像現在香港房屋委

員會是一個很大的綜合部門。當時，其實只有幾個小部門在工

作，其中昔日屋宇建設委員會人手特別少。因為缺乏政府的建

築師和規劃師，要突然處理這麼多的工程項目，最簡單的辦法，

顯然易見就是外判。 

到了 1973 年，因為不再分為徙置區和廉租屋，才會有

後來的長型大廈之類的發展。那個時候，其實針對的對象已經

不同。而且，最為不同的是，早期算是半個私人組織的屋宇建

設委員會，已經漸漸變成一個真正的政府部門：香港房屋委員

會。自此以後，就是後來的長形大廈、 Y 型大廈等的發展 (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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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Y 型大廈建築。興田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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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這裡，筆者同時問及衛博士關於建造 Y 型和 H 型

大廈的好處 (圖 5)。她說：這是看需要而發展的大廈樣式。其

中 Y 型的好處是「大」。在力學來說，三角形是最安全的，所

以發展擁有「三隻腳」的 Y 型就能建得更高，也可以一梯多伙。

這種發展對於之前的建築來說已經是一個飛躍性的進步。因為

早期來說，可能只是十幾層的公屋，就算是雙塔式的時候也只

是 23 到 25 層，但到了 Y 型的時候就可以興建到三十五層。 

 

(圖 5：H 型大廈建築。翠屏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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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的發展，當然能提供更多的居住單位。而且，在

相應造價上，更為便宜。而且，這些昔日建築，其實亦包括了

其他的實用性的層面，例如採光與通風的考慮。例如順利邨的

雙塔式公屋，天井可以用來增加光度。利用今時今日的說法，

就是一個被動式節能屋 (passive design)。簡單而言，熱氣流

能從下層經過一個類似煙囪效應的方法排放。當然，當時設計

師的構思未必真的是基於這方向發展，但通風仍然是基本考慮

因素。無論是雙塔式公屋還是 Y 型和 H 型大廈，都有開放式的

走廊以及通風窗增加空氣流動。相比之下，當年的私人住宅的

走廊更多是密封形式，完全沒有考慮通風可言。 

有見及此，筆者與衛博士談及更近代的公屋建築風格 

— 和諧式 (圖 6)。 

衛博士說：和諧式是 1992 年開始發展的，它的第一代

在 1992 年面世。和諧式的好處其實在於建設方面，因為第一代

已經是利用全部機械化的建築，譬如大規模板。基於一個單元

式的設計，不停複製，就可以疊出預製的樣式來。這些預製的

配件，亦可以在其他地方製造再運至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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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和諧式建築。翠屏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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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為延伸，筆者和衛博士亦談及整個屋邨設計的問

題。提及學校和公園等配置，其實還是要迎合規劃署的大藍圖。

基本上，設施是取決於人口的，還有周邊現存設施。簡單的例

子是，如果屋邨附近已經有一個大型商場，屋邨本身就不會再

「重覆的」興建一個大型商場。另外一個例子是街市，有時你

看到一個屋邨的街市非常細而另一個街市非常大，其實是因為

考慮了附近的屋邨有沒有街市。這種考慮，是一種針對社區整

體性的考慮。 

再探討一些觀塘公屋的例子，加建與改建也是以實用

主義為先的。例如早期發展的和樂邨，並沒有考慮到社區形式

的概念，所以沒有相應的社福設施。但因為時代改變，就會改

變當日的實用性層面的不足，就如和樂邨特意做了一條有蓋行

人路到翠屏邨。再後期，因為重新檢視過所有屋邨需要增加無

障礙設施，所以又加建了電梯等設備。以花園大廈為例，衛博

士認為在建築上，其設計會為居民帶來更大的地方感，因為該

屋邨有相對比較舒適的環境，例如能看到更多的天空 (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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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縱觀來說，公屋的發展從來都只是一個如何善

用土地資源的課題，並沒有考慮歷史文化與保育。走到最近代

的公屋設計，其實是以不同群體的安全性主導的。回到過去，

就是一個徙置的進程。甚至於，衛博士認為地區與地區之間，

在規劃藍圖上本身其實沒有差異。所以之後的中產化，和社區

不一致性，其實可能是城市化和流動性的結果。面對如此的觀

塘公屋與香港建築及規劃的連結，不難想像，為什麼觀塘區公

屋的發展，在歷史和文化傳承上，何以會衍生出居民提及的種

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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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花園大廈、通風口與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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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觀塘公屋社區歷史及社區營造 

綜合上述分析與論點，筆者同時與四十多名不同年代

的公屋居民進行了多次採訪。在與居民的討論過程中，筆者發

現，「眼神之下的街道」 (eyes upon the streets) 和「第三類

公共場所」的使用，在早期觀塘公屋群上尤為明顯。 

 

(圖 8：眼神之下的街道之觀塘花園大廈「巡更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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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觀塘治安欠佳，尤其是雞寮一帶的徙置區。此

情況亦影響了附近的公屋，例如和樂邨。因為當時的公屋並非

「門禁形式」，亦沒有保安，早期的和樂邨曾自發性組織警衛

隊，並由不同居民替換當值。這種情況，正反映了眼神之下的

街道此概念下的社區監察性。 

類似的自發性警衛隊，亦曾經在其他觀塘公屋組成。

受訪者表示，1970 年代的花園大廈同樣治安欠佳。所以，

1974 年時，十五戶居民曾組織「巡更隊」，保障大廈居民安全，

並持續十八年 (圖 8)。 

相關「眼神之下的街道」情況，除了此次受訪者的描

述之外，亦記載在過往觀塘區議會口述歷史研究中。節錄自

2014 年「觀塘人表述的觀塘故事 ── 不同年代觀塘社群口述

歷史計劃」報告,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治安較差，比如晚上

乘車在現今觀塘官立小學附近單車舖的一條斜路下車會很危

險…斜路很黑，很容易被不法分子擄掠，因此每逢夜歸時都感

到害怕…另一方面，由於花園大廈在 2004 年之前未為住戶安

裝鐵閘，加上未有甲級保安，任何人在大廈裏出入都沒有人理

會，因此治安較差…曾經在一次巡樓時發現有人在大廈天台(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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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舖)…另外還有人在大廈內破壞百葉窗來偷竊，女孩子亦曾在

睡覺時遭狂徒非禮…在六七十年代，花園大廈開始設立互助委

員會…大廈的居民是需要自願輪流一星期當一次保安員巡樓。

巡樓時須戴頭盔…至晚上十二時」。 

由此例可見，當時居民的社區監察性是自發的。並且，

眼神之下的街道的出現，同時產生了觀塘公屋居民的第三類公

共場所。因為在社區監察的同時，觀塘公屋居民共有歸屬感但

不一定存在社會交流；同時，在這些非正式的共享空間上，不

同的人會遇到其他人和事，並必須適應及與其共存，同時相互

守望。 

在條件更差的雞寮和藍田，相互守望的情況更明顯。

根據一位 80 歲以上的受訪者所言，當時的雞寮環境密集，居民

彼此都介紹自己住在哪一巷，而非哪一座。當時，不同的人可

能也會去向居民收取不正規的費用。然而，受訪者仍然對當時

環境不擔心，因為「居民團結、守望相助」。再問及其他曾住

雞寮的受訪者，他們亦同樣覺得當時徙置區治安很差，但同時

他們亦表示不擔心，一來可能是因為生活已經習慣了適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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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來亦可能是因為鄰舍互相的守望產生了對社區的安全感。當

時的居民，有不少要上班，所以小孩下課後也許會被鄰居照顧。 

節錄自 2014 年「觀塘人表述的觀塘故事 ── 不同年

代觀塘社群口述歷史計劃」報告, 「藍田居住後…有一種感覺…

就是當時一些所謂黑社會…在自己區內，好像會有地下的秩序，

反而在地方內部並沒有特別，尤其是他們可能互相看到對方，

知道是街坊，就不會特別去惹事生非…外來的黑社會分子才可

能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初搬到藍田，當時感覺有很多街坊生意

的商舖，印象最深刻的是舊式屋邨的住宅單位內，可以有商舖，

包括一些雜貨舖，可以買汽水，甚至有麵檔。在晚上甚至凌晨

時分，若想吃麵，在某層樓的某個單位就可以品嚐到雲吞麵、

牛腩麵、汽水。與現在比較，當時的衛生環境並不理想。但某

程度給予當區居民一些方便。甚至到街上的時候，很多街舖都

是食肆。雖然小時候物質生活相對不豐富，但比現今的孩子，

獲得另一種樂趣。他們相對比較早自立，在當時環境下，屋邨

家庭不會有傭工，父母很多時候都需要外出工作…童年記憶

中…自己與鄰舍接觸比較多…小孩都走來走去…與鄰居即使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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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走廊位，也認識所有人。到街上，亦有很多鄰居的長者坐

在樓下打招呼，大家比較熟絡」。 

以上情況，演變成了前文提及的無形或「軟性」社區

基礎設施，並產生了一種僅是雞寮及藍田居民所認為的對觀塘

的「鄰里」和真實性。 

這樣的情況，同時衍生出非常強烈的地方感以及戀地

情結。過往雞寮居民，在重建後搬進新居時，即使是原址安置 

(即現居於翠屏邨)，亦或多或少對昔日雞寮有所懷緬。即使這

些受訪者其實普遍承認當時的環境和生活條件其實非常差，但

他們仍然能與現今居住環境進行「比較」。一方面，他們面對

昔日的惡劣居住條件，例如共用浴室，沒有房間可言的公屋單

位，甚或是老鼠為患的日子，都是極度不滿的；但同時，他們

也只是覺得現今環境的「居住度」好了而已，而不是「生活真

的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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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地方感以及戀地情結，是以公共

屋邨為單位的，而不是社區整體，更不是以行政劃分的觀塘區。

筆者曾同時對觀塘區居民進行關於身份認同的快速採訪，發現

他們認同的身份為非常微觀的社區，如藍田人，牛頭角人，甚

至更少的空間單位 (如鯉魚門人)。認同自己是「觀塘人」的，

其實普遍是居住或成長於觀塘市中心的人。 

這些價值觀，放在公共屋邨是更為明顯的。老一輩的

受訪者，無論是住在昔日雞寮，或者是今日翠屏邨，又或是和

樂邨、樂華邨、秀茂坪邨，甚至是房協發展的花園大廈，都是

有著對所居住該邨的依戀。反而言之，他們對鄰近社區或附近

地區的認同感和認知感也是偏低的。很多時候，唯一聯繫他們

的是第一類公共場所 (例如街市) 及第二類公共場所 (例如酒樓)。

是以，每當問及社區歷史時，很多時候，這些長輩亦說不出一

個所以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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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地方感以及戀地情結也是一個相對的結果。每

當問及昔日社區優點時，鄰里關係幾乎成為必然的答案，而維

繫這些的亦似乎是不同的群體特質，如住在單位旁邊的鄰居、

潮汕人士群體等。甚至於，過往的災難性經歷，例如秀茂坪山

泥傾瀉意外，亦同樣影響了他們對地方的認知。 

然而，每當細問受訪者與昔人群體的聯繫時，不難發

現他們已經逐步與其他人失去聯絡。仔細問及原因，他們或會

說因為生活問題，或工作、或搬遷，所以和昔人群體漸漸疏離。 

因此，以空間概念三元組說明他們的狀況，亦顯得相

當有趣。即使在往日，他們也從來不是甘心規範於由上而下的

「空間的再現」的人。昔日的他們，也許會善用各種有效的方

法去進行不屬於規劃藍圖下的各種土地使用，例如利用家裡環

境「穿膠花」及進行其他輕工業，並產生出他們專屬的「再現

的空間」。今日的他們，也能做到一定程度的「空間實踐」。 

然而，從時間這元素來細看，他們「再現的空間」和

對空間的實踐是不連貫的。基於不同時間，不同場景，他們展

示的「再現的空間」是有明顯差異的，甚至自相矛盾的。當問

及對居住度的看法和對生活的要求來說，更是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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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觀來說，可步行性的環境和適量又必須的無障礙及

長者設施，是老一輩公屋居民其同嚮往的。但延伸至過往的社

區參與度，還有如何社區參與，以及對社區參與的渴求，則沒

法從長者與長者之間找出一個專屬公屋的定案。 

甚至於，公屋的歷史是一個只存在於過往的記憶。這

個過往的記憶，可以冰封，也可以懷緬，但沒必要延伸。漸漸

地，老一輩的觀塘居民變成了「沒有歷史」的一群人。或者簡

單來說，是不經已被社會主流的「無地方性」所影響了，變成

了地方感停留於某時某地，社區歷史無法傳承。 

相對於經歷過幾許風雨的年長居民，新時代下的觀塘

新世代公屋居民的地方感明顯更弱。尤其是新移民的家庭 (包

括內地及南亞移民)，普遍認為公屋只是沒辦法選擇下的臨時居

所，亦顯出對社區沒有太多特殊情感。相對而言，他們只是有

著對使用地方或場所的依賴性，而非真正的地方感或戀地情結。

對於他們而言，居所只是一個外在的存在條件。只要「外在軀

殼」完善，他們就已經覺得是宜居環境。最低限度來說，他們

並沒有對文化背景和價值觀的倚賴。所以，他們對社區的了解

和理解也許是不足及不充份的，又或是片面的，因為他們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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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參與度非常低。至於社區參與度非常低的原因，可以是「主

動的」，例如是「生活及家庭繁忙」導致，又或是「被動的」，

例如文化融合不足。但整體而言，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他仍

然成為了社區上 (或公屋上) 既存在又不存的一份子。 

甚或是，筆者嘗試把這群公屋居民歸類為被迪士尼化

和博物館化影響深遠的「無地方性」人群。他們覺得關於居住

環境的「美好」，不必存在社區特點。反而言之，他們理想的

居住環境是如酒店及高級旅館一樣「無地方性」的特質，只需

要有充足的物質條件就可以。 

回到空間概念三元組這命題上，新移民家庭的生活空

間是不完全的。他們也許嚮往由上而下的規劃藍圖下的「空間

的再現」，也有一定程度的「空間實踐」，但「再現的空間」

這元素卻未能達到。如果說，年長居民是在過去中找尋社區連

結，這群新移民家庭就是未能在公屋的社區找到連結。 

相對而言，面對大規劃的重建與發展，這群新移民的

家庭所受的影響是最低的。因為他們沒有「歷史的牽絆」，在

不斷的「無地方性」的發展下，自然也能樂得其所。以觀塘花

園大廈的重建為命題，老一輩居民所顯現的，更多是無奈，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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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同時無辦法的不去接受現實。新移民的家庭則更多是無所謂，

既來之則安之。 

以此為論，更證明了段義孚所說的，在不同的文化形

態的影響之下，沒有兩個人看到「相同的現實」，也沒有兩個

社會群體能對同一事情有著完全相同評價的可能性。 

這同時亦間接指出，過往關於公屋歷史，尤其是觀塘

區公屋歷史的傳承，是極不完善的。以此而論，其實公屋歷史

應該如何傳承，又如何達至可傳承的效果，將會是一個問題。 

於是，筆者亦曾採訪一個比較特別的人群：觀塘區公

屋的第二代居民。 

觀塘區公屋的第二代居民，代表的是一個年輕的，對

觀塘區有一定認知的，又不熟於過往歷史的一群人。筆者的這

群受訪人群，年齡層由十多歲的中學生到三十多歲的在職人士

不等。比較一致的是，他們某程度找不到公屋歷史與文化的傳

承。例如一個現職教師的年輕者認為，要讓沒經歷過「過去」

的後一輩了解觀塘區公屋歷史，並產生興趣，有一定的難度。

他直接指出，自己曾居於已拆卸的藍田邨；對他而言，想像到

藍田邨的象徵意義必然是昔日十五座的彩龍浮雕。然而，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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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沒看過真實彩龍浮雕的人產生共鳴，是一個難題。以此類推，

屋邨天台為學校，走廊為遊樂場所等更老的命題，其實更難傳

承。 

這些「歷史」，在當時的情況下，是無法不進行的。

因為缺乏生活的設施，所以他們沒有辦法不以自己的手段去找

尋他們專屬的「再現的空間」。然而，在不同的社會層面下，

當下的居民基本無法「複製過往」。 

以最近疫情為論點，筆者亦曾以「公園不開放，會否

讓小孩利用走廊為遊樂場所」此命題，去探討昔日社區生活模

式重現的可能性。然而，更多的答案更是一個新的生活模式，

而不是歷史的複製。 

是以，在文化傳承上，觀塘區公屋的歷史整理就變成

了一個不大又不小的問題。 

問及更年輕的一群人，他們的反應是一致的。對於抽

象及宏觀的歷史，他們是有興趣的。甚至來說，他們亦能滔滔

不絕的說出以「現代方式」進行的保育方案，例如舉辦畫展，

文化活動等。但以微觀的參與度來說，其實他們不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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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特別的是，一位就讀電影系的女生，說出一個比

較不一樣的見解。針對她的專長，筆者首先詢問她關於攝影的

偏好。之後，筆者再以如何拍攝一套保留觀塘歷史與文化的電

影，作為引子。 

這個女生的回答是非常有趣的。她說：觀塘歷史與文

化是經歷出來的 (圖 9)。要整理非常困難，因為不是觀塘沒有

歷史，而是觀塘歷史對於不同人在不同地方的意義都一樣。所

以，她認為，最好的歷史保存，就是簡單的歷史記錄，不是刻

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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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經歷觀塘。觀塘道的日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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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答覆，不單回應了筆者對於地方感不一致的看法，

更是重現了 Jacobs 的人行道上的芭蕾舞的視角。 

也許觀塘的發展並不完美，但在年輕群體眼中，也許

仍然存在 Jacobs 理想中的社區，那個關於人行道上的芭蕾舞的

主要特徵之一。正因為公屋人群的流動性，公屋本身就變成了

一種不斷的運動和變化組成的藝術形式。觀塘區公屋歷史的優

美之處，也許就是公屋群裡的芭蕾舞劇從來不會到處重複，在

任何一個屋邨、每一個時間點總是充滿新的即興創作。也正因

此，觀塘公屋居民的鄰里生活才會與更大的城市社區聯繫起來，

並展示出更多的城市活力。 

我們同時以花園大廈重建與居民參與案例為例，探討

把觀塘公屋打造成異托邦的可能性。Michel Foucault 提倡的異

托邦（heterotopia），或作「異質地方」，在城市理論上是一

個透過滿足人們對於其他社會的想像通往烏托邦的「中轉站」。

此觀念可回溯到 Jacques Lacan 提及的「鏡像」能協助重構

「自我」（ego）的精神分析理論。作為「鏡像」，異托邦成

為自己 (完美但非真實存在的烏托邦)和環境 (不完整的真實世

界)的關聯。基於以上理論，城市學者 Grahame Shane 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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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異托邦透過空間組織特性和文化社會體系作為前往烏托邦

的鏡像。以昔日觀塘為例，1970 年代的觀塘公屋家庭也許面對

困罄，例如工作上的困難， 並且生活環境及條件可能十分艱苦 ，

但因為他們的自我奮鬥史與生活點點滴滴的幸福時光，幫他們

重新建構了一個「自我」及新的價值觀。即使面對逆境，他們

仍然能夠在有限的生活條件及環境下享受生活，同時擁有屬於

自己的快樂，滿足和幸福感。構成以上理想環境的元素，就是

「異托邦」， 因為他們能夠將「完美」帶進去本來可能不屬於

完美的世界 ， 然後創造出一個他們專屬的「理想烏托邦」。 

用於應用層面，「異托邦」就是在城市規劃及活化上

能否包括社會及文化涵構相關的元素，還是只著重建築群體的

設計。透過自主的社區營造，有時候，亦可以理解為居民共同

建構專屬他們的異托邦的進程。 

是次案例，引用了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與花園大

廈之間的互動與協作 (圖 10)。自花園大廈百靈樓建成後，該社

會服務處五十多年來一直為當地居民提供多元化社會服務。因

為該服務處與花園大廈關係密不可分，眼見重建在即，服務處

透過社區營造方式開展「花園大廈重建社區支援計劃」，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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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社區中居民的獨特性、歷史及生活故事。此計劃著重於維繫

花園大廈居民的鄰里互助關係，並展現不同文化及年代背景的

生活經歷，以此促進居民關注屋邨重建計劃的事宜。 

 

(圖 10：花園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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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社區支援計劃透過發掘居民所長和生活經驗，反映

花園大廈這個小社區在過去五十多年如何回應香港社會、經濟、

居住、鄰里關係等範疇的變化；並且，透過進行不同的藝術參

與活動，以營造開放及接納的氣氛，讓居民及社區人士有聚集

及交流的機會  (圖 11)。 

 (圖 11：花園大廈活動之景象速繪寫生，記錄社區小店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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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他們所舉辦的「花園說書會」，以公屋居民與

區外的年輕人到小店內分享及敘述生活故事為主導，盼望讓年

輕人在充滿社區特色及回憶的地方走進花園大廈街坊的世界，

並體驗街坊所分享的生活故事及文化空間。 

該社會服務處亦曾舉辦「在地人生活地圖」的活動，

透過與居民共同繪製生活地圖啟發居民細心紀錄及審視自己每

天的生活，並與之增加社區生活經驗的連繫，進而增強公屋居

民對社區空間的想像 (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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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文化傳承方面，該社會服務處亦曾舉辦「承傳技藝

工作坊」，其中，以活化前製衣業女工的手藝並讓技藝成為傳

遞個人故事的工具，並以此教導新一代的居民及年輕人，藉此

讓歷史故事及文化得以流傳下去。 

 

 (圖 12：花園大廈活動之共繪社區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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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社會服務處正在籌備「社區導賞團」，並以邨內不

同年齡層的居民為義工，希望透過他們的生活經驗和交流，以

導賞團形式將邨內的故事向外界分享及交流，重現過往的歷史

故事。社會服務處亦有提供關於重建的資訊，並成立重建關注

小組，希望以此協助居民更能關注及適應重建後的花園大廈的

生活。 

以此為例，筆者可以看出文化和歷史傳承在觀塘公屋

群是有相應的地區工作。透過對公屋社區的理解和體驗，重新

思考「公眾參與型城市規劃」(Participatory urban planning)

的定義和角色，該社會服務處亦算是達到自主的社區營造的目

的。同時，該社會服務處強調「以人為本」，並針對區內人口

老化問題；相關社區營造亦加入「跨代共融」的元素概念。此

方案反映出該社會服務對文化混雜 (cultural hybridity)和跨代

共融 (cross-generational integration)非常關注，並同時希望

提供不同社區活動促進各年齡層交流。針對不同人群的探討，

理應能為觀塘公屋群增添城市活力相關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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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3：花園大廈陽台與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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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時，此例子亦顯出觀塘公屋傳承的局限。首先，

居民的參與是透過重建這個命題為基礎的。沒有「重建」這個

及時的壓力，居民的社區參與度恐怕沒有這樣積極。而即使是

有重建作為支撐點，相對的是，他們的社區參與某程度亦是重

建活動的衍生。是以每當觸及重建的問題，居民也許會產生一

種「無法影響拆遷」的感覺，反而言之，更沒興趣探索和傳承

社區歷史。以至於，文化保育的命題上，更顯不易。 

當然，透過社區營造，歷史的象徵性意義更著重於重

塑當地居民的空間認知。例如，該社會服務處以保留昔日「蘭

香園」茶餐廳及成記士多的招牌和舊物為命題，重新帶出居民

對小店歷史的關注與情懷。然而，一如前文所言，以上的地方

感是局限於屋邨之內的。如何普及至更大的社區，仍然是一個

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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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結語 

 

總結來說，觀塘公屋的環境與社區，是一個數十年由

不同人在不同時間段組成的剪影。基於這些剪影，衍生出筆者

以下幾個延伸的問題。 

 首先，針對觀塘公屋的社區營造，應當如何重現關於

觀塘公屋的發展與變遷，並再探討城市居住度(urban livability) 

的核心價值，以致觀塘公屋社區能成功打造成一個屬於所有公

屋居民的「異托邦」？延伸下去，文化與現代化建築並存的社

區，在觀塘公屋有可行性嗎？如果可行，又應該如何將觀塘公

屋發展成不同年齡層及文化共融的社區？ 

觀塘公屋的發展不斷在變遷。昔日木屋區，已消失的

舊屋邨、早期落成屋邨，以及新落成的公屋 (如安達臣發展區)，

都是截然不同的存在。簡單舉一些例子，昔日的藍田邨、秀茂

坪邨、牛頭角下邨、觀塘（鯉魚門道）邨和雞寮，都是獨特的

存在，而其獨特性，只限於某時間點和某地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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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觀塘市中心延伸到佐敦谷及藍田，雖然範圍不廣，

但即使現存屋邨亦存在著一定的多樣性。以建築年份劃分，早

期例子如和樂邨、花園大廈、坪石邨就存在明顯的文化與地區

及發展的差異。中期例子如樂華邨、順利邨、啟業邨等，其實

亦受限於微型社區及地勢的影響。 

在探討社區環境、社區人文和社區建築歷史的同時，

其實不難發現，公屋與公屋群之間，沒有實際共通點。針對文

化及歷史保育，其實亦存在一定難度。 

例如針對社區環境歷史為例，即使是年長的居民，亦

只能零碎的說出過往山泥傾瀉、山火及居住環境的經歷。簡單

的舉一個例子，老一輩居民，即使曾經歷秀茂坪山泥傾瀉，但

他們大半已分不清 1972 年六一八雨災山泥傾瀉和 1976 年秀茂

坪山泥傾瀉意外。對他們來說，這段歷史的描述可以是「恐

怖」、「悲傷」、「痛苦」，但對於生活的影響，其實是不明

顯的。填土坡倒塌如何影響觀塘及秀茂坪公屋群及社區建設，

對他們來說並不重要。 

針對社區人文歷史，筆者亦曾以翠屏邨每年舉辦的潮

汕人士盂蘭活動為命題向受訪者進行詢問。因為過往觀塘區議



第四章：結語 

68 

 

會口述歷史研究曾發現，公共屋邨宗教活動和族群文化特色相

關。節錄自 2014 年「觀塘人表述的觀塘故事 ── 不同年代觀

塘社群口述歷史計劃」報告, 「觀塘以潮州和鶴佬人為主，尤其

是在樓齡三十年以上的公共屋邨。每到盂蘭節時，潮州人都會

在家門外掛上紅燈籠。觀塘的民間信仰特別多，有觀音廟、玄

天上帝、天后娘娘、地藏王、大聖佛祖、聯光佛堂等」。然而，

與多位受訪者進行訪問後，筆者發現，文化活動的參與，不僅

局限於居住的屋邨本身，亦受限於人群 (潮汕人士及非潮汕人

士)、年齡層、信仰等。在與花園大廈居民的採訪中，筆者亦嘗

試以「陽台種植及綠化」為題，重塑花園大廈關於「鮮花為名」

的象徵意義 (圖 13)。然而，筆者發現，居民更多的分享是關於

居住舒適度的問題。基於以上幾個例子，以及上文提及的花園

大廈重建與居民參與案例，針對觀塘公屋的歷史發展與文化傳

承的社區營造，仍然是一個需要再探討的課題。 

  



 

 
 

附錄一: 觀塘區現存 35 個公共屋邨的列表 

名稱 類別 
入伙年份 (如屋邨曾重建，入

伙年份為重建後的年份) 

翠屏南邨 租住屋邨 1989 年 

翠屏北邨 租置計劃屋邨（翠楣樓屬租住屋邨） 1982 年 

和樂邨 

租住屋邨 

1962 年 

油塘邨 2000 年 

秀茂坪邨 2000 年 

平田邨 1996 年 

啟田邨 1997 年 

安田邨 2005 年 

藍田邨 2009 年 

牛頭角上邨 2002 年 

牛頭角下邨 2012 年 

坪石邨 1970 年 

高怡邨 1995 年 

高翔苑  租住屋邨 (政府宿舍混合式屋邨) 2004 年 

秀茂坪南邨 

租住屋邨 

2009 年 

順利邨 
1978 年 

順安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7%BF%94%E8%8B%91


 

 
 

名稱 類別 
入伙年份 (如屋邨曾重建，入

伙年份為重建後的年份) 

順天邨 

租住屋邨 

1981 年 
啟業邨 

樂華南邨 1982 年 

樂華北邨 1985 年 

興田邨 
租置計劃屋邨 

1987 年 

彩霞邨 1989 年 

德田邨 
租置計劃屋邨（德欣樓及德康樓屬租

住屋邨） 
1991 年 

廣田邨 

租住屋邨 

1992 年 

雲漢邨 1998 年 

寶達邨 
2001 年 

2003 年 

鯉魚門邨 

2002 年 

2007 年 

2016 年 

油麗邨 租住屋邨 

2004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9 年 



 

 
 

名稱 類別 
入伙年份 (如屋邨曾重建，入

伙年份為重建後的年份) 

彩盈邨 

租住屋邨 

2008 年 

彩福邨 
2010 年 

彩德邨 

安達邨 2016 年 

安泰邨 2017 年 

觀塘花園大廈 房協出租單位 

1965 年 (第二期) 

1967 年 (第二期) 

1987 年 (玉蓮臺) 

1991 年 (玉蓮臺) 

 

  



 

 
 

附錄二: 觀塘區公共屋邨大事列表 

1955 年  觀塘徙置區 (雞寮)落成 (觀塘區第一個徙置區) 

1960 年  觀塘花園大廈第一期落成(第一個廉租屋邨)  

1963 年  秀茂坪新區/徙置區落成 

1963 年  觀塘徙置區三屍案 

1966 年  咸田徙置區興建計劃 

1970 年  藍田邨 15 座外牆上彩繪飛龍壁畫 

1972 年  六一八雨災及翠屏道山泥傾瀉 

1976 年  秀茂坪山泥傾瀉意外 

1990 年  「藍田邨重建計劃」正式開展 

1997 年  秀茂坪童黨燒屍案 

2001 年  彩雲道及佐敦谷毗鄰的發展計劃正式開展 

2002 年  「藍田邨重建計劃」正式完成拆卸工程 

2004 年  牛頭角下邨一區（第 1 至 7 座）完成拆卸工程 

2008 年  安達臣道發展計劃相關工程正式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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