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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附加：藍屋特刊

來灣仔趁墟－復興大笪地價值
大笪地，除了是「一片廣闊的空地」、提供平民娛樂的地方，來到香港多元
社區文化舉辦的「趁墟。來灣仔大笪地」（下稱「趁墟」），你會發現大笪地已轉
化成一種新的意義。
「趁墟」系列墟市在這年間遊走北區、深水埗、黃大仙、觀塘等地區，5月
28日的墟市活動移師到石水渠街藍屋舉行，見證藍屋活化維修後第一次開放，更邀
請到區內區外各民間組織、街坊及政府人員參與其中，在手作市集、工作坊、街坊
小食檔、各類表演中重現昔日大笪地熱鬧的面貌。

若你當天參與其中，不知道你發現這裡的特別之處嗎？
位於大會接待處的「無方」木架，是來自建築公司多磨建社DOMAT
Community & Architecture的創作，利用看似平平無奇的四方體木架，創造一個靈活
多變的接待空間。試想像回到百多年前的大笪地，是上流社會絕跡的地方；來到現
代的大笪地，建築師們樂於活用公共空間、透過創意凝聚社區－在時代推進下，各
階層的人回歸基本，善用各自的才能重建社區。
作為「趁墟」籌委成員，我在活動當中看到灣仔區的可塑性，每位沒有計劃
卻堅守本份的街坊，包括車衣隊、小食店、傳統技藝師傅，一直做著自己認為有價
值的事，這些事情一直在社區中發酵，只要等待天時、地利、人和同時出現，每人
的力量便會發揮出無限的可能性，建立屬於這個年代的大笪地價值 。

合和中心二期方案 (2）

撰文：Deborah

最新消息： 合和中心二期再度延期至2021年竣工

「趁墟」會場藍屋第一天重現昔日灣仔的熱鬧場面。

合和中心二期地盤平整工程現正在進行中。鑑於本集團
最近採用新的地盤平整及地基工程設計，以改善合和中心二期
的整體設計及令建築結構更加鞏固，地盤平整及地基工程的動
工期將會延長。故此，合和中心二期現時的目標開業時間將推
遲至二零二一年。城市規劃委員會於二零一七年八月批准合和
中心二期二零一七方案。新批准方案將改善灣仔南的行人連接。
根據現時計劃，施工進度將不會受到影響。道路改善計劃及向
公眾開放的綠化公園都將與該項目一同竣工。道路改善計劃將
有助改善該區域之交通流量及提升行人安全，而綠化公園將成
為公眾休閒及娛樂之場所。
資料來源：合和實業全年業績報告

街坊製作的圍裙掛在藍屋正門前，簡
單美觀地裝飾了會場其中一個當眼的
入口處。

場面。

「趁墟」會場藍屋第一天重現昔日灣仔的熱鬧

這輛由香港藝術及設計聯會及Bikemaker帶來
的CargoBike，不只帶來自家設計，更呼應了
主題「檔仔設計街」對墟市的想象。

藍屋創作室-街坊BB班
藍屋中秋晚會
藍屋建築群終於復修完成！感謝各位街坊多年
嚟支持同包容，誠邀大家喺中秋前一同慶祝藍
屋！
今年特別舉辦中秋版來灣仔墟，由唔同嘅灣仔
檔主擺檔售賣自家手作物品，更有工作坊同小
遊戲，同大家一齊由下午玩到夜晚！
歡 迎 街 坊 煮 餸或帶 食 物 喺 中 秋 共 同 分 享 ！
記得自備餐具！
日期: 9月30日 (星期六）
時間: 2時開始
地點: 景星街藍屋空地

每逢星期三，一起用不同方式創作，歡迎
不同年齡小朋友與媽媽一起來上課。
日期: 逢星期三
時間: 5:00pm - 6:30pm
地點: 慶雲街香港故事館

歡迎投稿

歡迎電郵至 nullahpostwc@gmail.com 或郵寄/親身遞交至慶雲街4號地舖香港故事
館 (請附上投稿人姓名、電話及電郵地址)

今期我們將繼續探討有關這個方案的一些問題，包括方案的
交通安全、植樹計劃的進展，以及現時休憩公園被長期佔用等問題，
並期望合和能夠盡快回應和解決問題。

合和方案的交通安全隱患？
社區飯聚
每月第一個星期四晚上舉行，同一聚街坊食
個飯，吹吹水，睇睇書，唱唱歌！
自 備 食 物 ， 一 同 分 享 ！
響應環保，自備餐具！
日期: 每月第一個星期四 (7/9、5/10、2/11）
時間: 7:30pm
地點: 慶雲街社區公所

藍屋放映

投稿一經收取，即送出藍屋地磚印章圖案紗
巾及能量條一份，數量有限，先到先得！

上期我們曾經對於合和中心二期方案中船街離地公園的設計表
示質疑，並提出我們有權監察這個實質是「綜合發展區」的項目。而
最近更收到消息，合和中心二期將再度延期至2021年竣工。這項工
程一拖再拖，居民的日常生活只會繼續受影響。

恆常放映不同類型電影！今期係<<No Impact Man>>，
仲請到升級小王子 Kevin Cheung 張瑋晉響映後同
我地分享下環保生活嘅樂趣！
日期: 逢每月第四個星期四 (24/8）
時間: 7:30pm
地點: 石水渠街藍屋香港故事館/景星街藍屋空地
編輯及作者：阿心、Yola、Michael、Bouie、Hugo、孖盈、肥doy、Deborah
設計插畫：N.先生、Hugo
發行：香港故事館 份數：1000 承印：E-print 送版日期：19/8/2017

今次我們訪問了灣仔區議會的李碧儀議員，和她一起探討合和
中心二期存在的問題。李議員指出，目前合和二期方案最大與最迫切
的問題是有關隧道口交通安全。她認為現在車輛隧道入口在堅尼地道
的設計非常不合適，將來會有很大交通安全的隱憂，而私人項目更不
應影響公眾安全。

合和有聽取反對民意？
據李議員所說，多年來他
們和灣仔居民、關注組保持聯繫，
聽取了不少對於合和二期方案設計
的質疑與反對聲音，向城規會反映
並催促給予回應，即使進行了遊行
示威、舉辦居民會、多次遞交意見
書等，合和仍沒有真正詳細地回應
街坊的擔憂，反而出現了很多一式一樣的合和二期方案支持信。李議
員認為，合和善於利用程序拖延甚至浪費時間，並善於游走於法律的
空罅。

植樹賠償的進展和三棵古樹的命運如何？
在項目砍樹前，地區本來擁有約2000棵樹木；發展商砍了600多棵，並
答應會有植樹補償。至今合和還有40多棵樹未清楚交待，之前承諾的「斬一棵
賠一棵」，會否「走數」？李碧儀議員提到合和不能以地方不夠為藉口放棄種
植，其實可將植樹的範圍擴大，不一定只限於合和中心二期之內。另外值得注
意的是，合和計劃種植的大部份只是小樹甚至盆栽，這些植物還能發揮到原來
環保的功能嗎？還是只流於觀賞之用？

從圖和表格可看出，計劃種植的植物很多是盆栽或小樹
（圖片來源：李碧儀議員辦事處）
居民亦非常關注堅尼地道上剩餘的三
棵大古樹的去留。李議員指出，經過連番催促
和施壓，合和最近才交代對這幾棵樹進行的工
作，包括聘請了樹藝公司以提供保育方案給公
眾參考。在居民的監督下，大家期望合和對於
這三棵古樹最終能有謹慎合理的安排。

合和施工帶來街道封閉和公園佔用
施工期間，船街那條長徑樓梯已被封
閉良久，期間居民來往堅尼地道變得很不方
便，要「過五關斬六將」。公園更被工程佔
用了一年，致令公眾長時間缺少地方休憩。從
圖中可見，公園已變成了工地，甚至變成了給
工人們晾衣服的地方。建築項目經已長時間佔
用了灣仔居民有權享用的公共空間和設施，未
知何時才能完工解封，歸還這些地方給公眾使
用，這點也必須要求合和盡快回應。
鳴謝：李碧儀議員抽空接受訪問；
秀屏提供討論素材
撰文：孖盈、肥Doy
插圖：N.先生

圖片素材來源：街坊秀屏

灣仔舊故事 —
醫院山下的石拱門

時間線：
1843年

外科醫生Peter Young獲渣甸洋行資助和港府撥
地，建立海員醫院

早前律敦治醫院在灣仔道入口
的舊拱門被拆去，引發不少反對聲音，
喚起大家對文物保育的關注。雖然不少
街坊都知道，律敦治醫院前身曾是海軍
醫院和肺癆療養院，但大家對這百年拱
門背後的歷史又有多少認識呢？
曾經有傳一個說法：
律敦治醫院的石拱門是於海軍
醫院的時候建成的，位處海岸，為搬病
人上岸並送往醫院的必經之路。今次我
們就進行了資料搜集，希望一探傳聞的
虛實。

石拱門是何時建成的？
翻查1840年代的版畫，當時的
醫院山下確實是一個海灣（現在的灣仔
道），但海岸邊只有很多倉庫和一條由石水渠街直通出大海的河道。1850年代的灣仔已
填海，地圖上已有三角街和整條灣仔道的形成，也未見石拱門的蹤影。由此可知，傳聞
果然有出錯，石拱門並非海軍醫院的時候建成的，也非位處海岸邊。

1948年

皇家海軍沽售醫療船，將所得資金購入海員醫
院，改為皇家海軍醫院

1949年

香港防癆會成立

1873年

政府將海軍醫院舊址交予防癆會改建為肺癆病
療養院，並命名為律敦治療養院

1889年

於灣仔道與建石拱門及通往療養院的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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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提到藍屋一帶一直受垃圾問題困擾，
經過一輪清潔行動和向政府反映後，垃圾問題是
有少少改善，但街上依然不時湧現小型垃圾山，
並吸引蚊蠅來訪，影響居住環境衛生。面對垃圾
問題，We嘩藍屋的工作夥伴、藍屋好鄰居及一眾
街坊各出奇謀，討論並訂立策略去找出解決辦
法。其實垃圾不是廢物，只是錯配的資源，裡面
有很多有用的資源可以回收，只是我們沒有時間
和空間去整理。好像我們經常拋棄塑膠盒、紙
皮、鋁罐，只要適當處理、清潔一下，就可以收
集起來回收再用。

直至追溯至1888年至1889年的地圖，我們才發現這年的地圖上增添了出入口和
一條通道，終於確定拱門真正的建築年份為1889年。
1991年

石拱門的樓梯以前是專門運送病人/屍體的通道嗎？
結核病（俗稱肺癆）在19世紀肆虐香港。政府在1949年將海軍醫院舊址交予防癆
會，改建為肺癆病療養院，很多重症病人被送到這裏。再加上石拱門的原址就是當時其
中一個肺癆災區，難免會令人會把兩者混為一談。
而事實上醫院山山形陡斜，在50年代假如要運送病人，最簡單的方法是從皇后大
道東進入療養院，很少機會由石拱門的樓梯作運送病人。70年代以後，肺癆已經近乎銷
聲匿跡。隨着肺癆病患者人數下降，醫院山也進行大規模的修葺和擴建，改建成全科醫
院模式——律敦治醫院。重建期間，山坡剷平了一半，樓梯的山腰位置曾設置過停屍
間，所以不排除石拱門樓梯真的曾經作為運送屍體的通道。
我們在考證的過程發現傳聞並不是空穴來風。儘管混雜着各種資訊，每句說話背
後都有過去的歷史根據，我們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認識石拱門的同時，更認識這座醫院
山。工程完成後，石拱門能否完全恢復原貌也是未知之數，只盼我們去盡力地認識、記
錄它的存在，使它的歷史痕跡不會完全地被抹去。

2016年12月

隨着肺癆病受到控制，律敦治療養院重建為全
科醫院，名為「律敦治醫院」
進行升降機及扶手電
梯工程，拆走百年石
拱門
小型垃圾山不時在路邊出現，其實只要簡單分類
就可分出可用資源。

撰文：Yola、Sum
插圖：N.先生
嗚謝：Charlton 分享

「鴿」型流感：唔好再餵我地喇！
在城市中，野鴿蹤影處處，牠們不怕人，在人類的建築物隨處築巢棲息，而且相
當雜食，但往往造成滋擾，影響環境及衛生。野鴿的糞便更會傳播傳染病（如禽流感及
腦膜炎），增加感染病的風險。禽流感病毒則屬甲型流感病毒，屬於高度傳染性，患者
會出現發燒、咳嗽、頭痛、喉嚨痛、乏力及流鼻水的病徵。長者及免疫力較差的患者，
若沒有及早治療，有機會引致併發症。以甲型流感為例，可能會導致肺炎或心臟衰竭。

野鴿小資料：
形態特徵
•

長32厘米 ，灰藍色 (其他顏色亦普遍).

生命週期
•
•

每年生蛋2-3次，每次孵化兩隻蛋 ，孵卵期為17-19日
幼鳥會留在巢中35-37日

生活習性
•
•
•

以種子、綠色飼料、市內或周圍的家居廢料。
於棲息處附近覓食
在岩架上築巢

在灣仔區內（如：愛群道、春園街、修頓球
場或藍屋空地等），常常有街坊餵飼野鴿，快閃式
大灑白米、雀粟及麵包，引致大群野鴿聚集。牠們
吃不了太多，也會造成浪費食物。根據《定額罰款
(公眾地方潔淨及阻礙)條例》，任何人士餵飼野鴿及
其他雀鳥導致弄污公眾地方，會向違例者發出1,500
元定額罰款通知書。
食物環境衛生署資料指出，在外國經驗，滅絕野鴿，例如設陷阱捕捉或以毒藥毒
殺均不能解決問題。每當清除舊有的野鴿後，新的野鴿便會隨即從四周遷入，取代牠
們。野鴿經常會返回容易找到食物和可供棲息的地方。若使用毒藥滅絕野鴿，可能會對
人類，尤其是小童，以至寵物和其他野生動物構成高度危險。
最有效、安全而又人道的方法是避免餵飼野鴿及清除野鴿築巢的地方，好讓野鴿
群回歸自然環境棲息，期望大家能考慮在城市環境和生命夥伴之間找到一條兩全其美的
途徑 。
撰文：Hugo 插圖：N.先生

垃圾堆積，容易惹來蚊蠅，引起衛生
問題，也滋擾社區內的居民。
今期訪問了現正居住在藍屋的鄰居
Vivian，得知她現在正參與一個名為
「藍屋垃圾大作戰」的計劃，其中一個
行動就以住戶每日倒垃圾的習慣、垃圾
站和住宅距離、垃圾袋數量及未來垃圾
徵費等等來推算，預算出垃圾處理費
用，以及回收處理所節省的金錢。另
外，更希望透過研究不同的清理垃圾的
分工方式，即聘請垃圾收集工人清理、
住戶自己清理，或住戶輪流清理的方式
進行分析，務求找出一套適合藍屋這類
唐樓的處理垃圾方案。

不過，計劃進行了一個月已遇到很實際的問題，Vivian說︰
「分類上有乾垃圾和濕垃圾。濕垃圾如廚餘，放兩、三日就會發
出臭味，惹來蚊蠅，要儲一星期才清理是有困難。」的確，蚊蠅
問題令人困擾，也不衛生，更會影響其他住戶。而且，另一問題
也就是要街坊配合，要一時三刻改變所有人的習慣是不容易的，
所以「藍屋垃圾大作戰」也是住戶自願參加，希望透過一些有心
好鄰居帶起，以身作則影響他人。

「藍屋垃圾大作戰」的一眾夥伴，正在收集、分類並
統計住戶的垃圾量。
鳴謝︰好鄰居 Vivian 抽空接受訪問
撰文︰Michael
插圖：N.先生

藍屋一眾夥伴期望在社區層面上推動改革，增加互動，
讓更多社區人士了解垃圾產生和收集，以及投入資源回收再用的
行列，因此推行了一系列活動，包括透過親子工作坊，邀請工藝
團體教授改造廢棄車軚成為花盆，不但能夠將資源回收再用，更
可以盆栽美化社區環境，一舉兩得。
藍屋居民透過自組活動，不但能夠加強居民之間的認
識，更可共同營造更好的社區環境。今次的“藍屋垃圾大作戰”
不單有助解決垃圾問題，更可有效地運用資源，改善環境，實行
永續生活、綠色社區。未來，我們將推行更多工作坊和參觀等活
動，與環保工作者合作，互相學習、交流，增進知識、擴闊視
野，認真攻略垃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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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自行進行回收，可以把分類好的回收物拿到指定的回收點或回收中心，各個回收點收集的物件類別、開
放時間都不盡相同，所以要小心選擇。政府現時已推行社區回收，但回收點的數量不多，也不是每區都有，不
過只要把可循環再造塑膠廢料、玻璃樽和小型的廢電器電子產品拿往回收，部份回收中
心設有「以物易物」計劃，參加者可獲發紀念品或換取日用品（例如︰白米、廁紙、即
食麵等）。最近灣仔的就是121C 回收社 - 銅鑼灣及灣仔區社區回收計劃（地址︰北角
屈臣道11號地下），雖說是做灣仔區回收，但卻是位東區的北角，看來政府要加緊推
出更多適合的社區回收中心，以迎合各區的需求。
想知各區的社區回收中心地址及回收物品類別，可以到環保署的香港減廢網站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