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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日記

街坊有嘢講 溝通有渠道

電郵: hos@sjs.org.hk

鬧市中的涼軒――
灣仔環境資源中心
灣仔環境資源中心，又稱「環保軒」，屬環境保護署的其中一項
推行環保教育的中心，於1993年成立。近日，「環保軒」的經
營權轉移，由綠色力量轉移至環境保護署，有見及此，本文為大
家介紹「環保軒」的歷史和設施。
「環保軒」前身是灣仔
郵政局，位於灣仔峽道
和皇后大道東的交界，
在1915年開始投入服務，
於1990年宣佈為歷史建
築。「環保軒」的建築
外牆同時融合英式和嶺
南的建築風格，特色包
括雪白的外牆、曲尺形
的金字頂、灰塑和山牆。
舊灣仔郵政局在1992年
中心內仍然保存昔日的郵箱
正式結束營運，而灣仔
區的郵遞服務則遷往胡忠大廈。當時香港政府試圖推廣環境保護
的知識，讓廣大市民更關注環保議題，因此政府想設立一個中心，
專門教育並介紹環境保育和生態能源，讓更多市民了解環保的重
要性。於是，在1993年，環境保護署把這幢建築物正式易名為
灣仔環境資源中心。
「環保軒」有新舊兩個入口，舊入口位於皇后大道東，由舊灣仔
郵局時代開始使用，而新入口則在胡忠大廈旁邊上一樓的平台上
。兩個入口均有一副對聯，宣揚環保、愛護自然的信息。新入口
的對聯寫著：
「環球如染穢，堪驚眾口無宜食。
保命不除汙，試問何人有樂居。」
撰文：家洛 | 插圖：N.先生

灣仔環境資源中心的外貌
而舊入口的對聯則寫著：
「樂鳥香花環潔宅，清風爽氣護幽林。」
從舊入口的對聯來看，對聯的第一個字則是「環保」，而新入口
的對聯的第五個字則是「環護」。
為了響應環保，「環保軒」的擺設如櫃檯、郵票售賣機和郵政信
箱等，均有逾百年歷史，而入口當眼處的櫃檯亦從舊灣仔郵政局
時期一直沿用至今。「環保軒」內設有圖書館，放有自然科學、
環境保育的書籍供訪客現場閱覽，並設有互動學習室，有模型、
遊戲等，以寓教於樂的方式了解有關綠色能源的知識。此外，
「環保軒」內有資訊廊，介紹環保手工，並展示有關成品，提倡
資源循環再用，以及展示印有以自然生態為主題的郵票。

上一期我們訪問了呂祺官立小學的校友，回顧了它的一段歷史、校園生活和分享原址未來發展的看法。這期我們
有幸邀請到呂祺官立小學的前身——灣仔官立學校的校友Edmond，帶領我們遊走這無數學子成長之地，以及
他登報尋回老師、校友的故事。
實是生長在校門旁的大樹，因街坊在
樹下拜祭以得名，可惜現在已經消失
了。

「環保軒」一樓的平台上有小型花園，除了美觀和營造自然生態
的美景外，花園內的運作和擺設也相當符合環保的精神，花園內
設有太陽能發電系統，而花園內有一個小型瀑布，背後的牆身正
是由翻身舊灣仔郵局時收回的磚頭砌成；花園內的長椅物料則是
以再造膠製造。

學校內的課室是互通的板間房，上課
時會聽到隔離班房的聲音，卻令同學
關係更密切。課室外，「樹神」旁建
了有蓋操場，操場外側有籃球架，不
少同學們的合照就以這裡為背景。而
洗手間（外牆也有籃球架），校工宿 Edmond展示學校的平面圖
舍和老師辦公室就位於校舍的南面，是
和校舍分開的，只有校長室在主校舍夾在課室之間。關於灣仔官立學
校的結構和環境，每一部份都有被記錄下來，不但有手繪圖、平面圖、
有校友甚至運用電腦繪製出校舍的立體圖，重現了當時的模樣！

「環保軒」的經營權已轉交至環境保護署。未來，「環保軒」仍
會繼續為廣大市民宣揚環保的意識，並以有趣的方式教育大家關
於綠色能源和自然生態的知識，塑造香港造成環保城市。
【小資訊】灣仔環境資源中心現已更新開放日子：
星期一、三至五：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
星期二、六、日及公眾假期、農曆年初一及初二：休息
報紙內刊登的尋人廣告
藍屋追月夜
每年一度藍屋與石水渠街小社區
的中秋晚會！
日期: 9月14日 (星期六)
時間: 7:00pm
地點: 灣仔石水渠街藍屋建築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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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7:30pm
地點: 慶雲街6-8號時分天地公所

藍屋創作室-BB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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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灣仔石水渠街72A地舖
香港故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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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插畫：N.先生、Hugo、Bouie
發行：香港故事館 份數：2000 承印：E-print 送版日期：3/9/2019

香港灣仔官立學校的「尋人廣告」

投稿一經收取，即送出藍屋紀念品一份，數量有限，
先到先得！
歡迎電郵至hos@sjs.org.hk或郵寄/親身遞交至灣仔石
水渠街72A地舖香港故事館 (請附上投稿人姓名、電
話及電郵地址)

Edmond因參加了其他學校的週年晚會，眼見他們分別幾十年仍
能相聚，希望能尋回自已在灣仔官立小學的師生校友。2015年
間，他自費在報紙刊登了一份尋人廣告，內容是尋找1954-1958
年間的舊同學和老師，廣告中放了一張當年的全體師生合照。結
果有舊師生看到廣告後致電聯絡相約聚餐。Edmond展示了數年前
的師生相聚合照，比對每個人的笑容都比舊時笑得更燦爛。雖然
小記不是當中的一分子，但從照片見到頭髮已全白的老師們笑得
非常開心，也感受到當中的喜悅。能夠見回50年前的學生，由當
年的少年變成現在的銀髮族，還記掛著的老師，他們的心中應該
無比的快樂！
最珍貴的一張照片就是廣
告內的全校師生合照，就
是它令Edmond下決心登報
尋人。這照片是由名為白
雪的照相店拍攝而成，最
前排坐著校長和老師們，
他們身後就是學生們。當
時學校只收男生，所以相
中沒有女生。而這相只有
校長和少數老師擁有，以當
時物價來說，曬一張大相並 畢業同學於學校有蓋操場外拍攝留念
不便宜，能夠尋獲，實在難
得。雖然並不便宜，拍照始終是方便和很寫實的記錄方法，因此有些
同學畢業後便約在一起在學校拍攝留念。除了師生合照，Edmond也拿
出了一些同學們的合照，拍照的地點有當時的校門，即是現在皇后大
道東的呂祺教育中心的變壓站。當時相中「樹神」還健在，「樹神」其

灣仔官立學校的位置圖及建築物立體圖
訪問完成後，Edmond更和小記到灣仔官立學校走一趟。我們由堅彌地
街走向皇后大道東，沿途Edmond介紹學校的內外全貌，圍牆、校門、「
樹神」、主校舍、有蓋操場，彷彿眼前的呂祺教育中心變回了當年的
灣仔官立學校。不過，時光一去就不復返，當年的校舍已面目全非，
但卻在校友間留下了珍貴的回憶，陪伴著他們成長，更成為校友們重
聚的動力。希望Edmond和他的老師、同學的友誼長存，時光可變，友共
情不變。

透過互聯網和登報尋人的幫助，Edmond憑個人之力去收集、整
理了幾十甚至上百年的灣仔官立學校資料，當中包括不少彩繪、
地圖、相片，連當時的校章都找到，他更尋回多年不見的老師和
同學。有關更多灣仔官立學校的資料，可瀏覽蒙醫生的個人網頁，
他也是1959年畢業的校友，如有興趣可到以下連結觀賞︰
https://drmong.wixsite.com/drmong
撰文：Micheal | 鳴謝及相片提供：Ed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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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選舉即將在今年11月24日舉行，各位街坊登記成為選民了嗎？灣仔一共有13
個選區，而石水渠街位於軒尼詩選區，選區代號為B01。軒尼詩選區的命名是由於
選區內包含一段軒尼詩道的路段而命名。那麼，軒尼詩這個稱號從何而來？
軒尼詩是英殖時期香港第八任港督，在任時間是1877年至1882年。在擔任香港總督
前，軒尼詩已於黃金海岸、向風群島擔任英國殖民地總督。普遍輿論認為軒尼詩是
香港港督中「最沒有種族歧視」的一任港督，因為軒尼詩在任期間推行了一系列為
香港華人謀福祉的政策，包括廢除了苔刑，允許華人在中區購買土地，在此之前，
香港華人禁止在中區買地居住、投資及開店。軒尼詩更成立保良局，保障華人女性
的權益，並且起用伍廷芳成為第一位華人擔任非官守立法會議員，以及允許香港華
人歸化英籍，種種政策均為港人帶來福利。

永遠只懂搞

活動的區議會？

11月24日便是4年一度的區議會選舉。轉眼區議會在香港已經
出現37年，但仍有頗多街坊對區議會表示陌生，疑惑在區議會
選舉中所投的一票有什麼作用？這文章希望能為大家拆解區議會
的兩大功能。
不可少看諮詢性質
的確，區議會隸屬於民政事務處，只是地區層次的諮詢組織。區
議員猶如傳聲筒，向政府傳達市民意見，缺乏立法會才有的立法
和政府開支審批權。然而，在政策已經訂立和庫房財政完成分配
的大框架下，傳聲筒角色對市民日常生活還是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除了因為政府部門經常基於區議會的報告釐定政策，區議員也有
權向官員施壓，推動或拖慢立法及執行政策的步伐。例如有灣仔
區議員在去年1月向規劃署及運輸署提出正視灣仔區內違例泊車
和交通擠塞的問題；去年7月，有灣仔區議員要求港鐵交代沙中
線會展站工程安全事件；規劃署修訂影響地區規劃的分區計劃大
綱草圖時，也必定將其提交上區議會進行討論。

第五屆灣仔區議會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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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的六成全部均是「灣仔節」、團拜、「回歸及國慶慶祝活動」、
節日慶祝等活動開支。在區議會大會下的各個委員會呢？例如撥
款最多的「社區建設及房屋事務委員會」，在2018/19年度已審
批的款項為132.6萬元，扣除「回歸、國慶及賀年印刷品」的一
成（13萬元）支出，其餘九成多數用作盆菜宴、音樂劇匯演、長
者送暖等文娛康樂活動，用於針對地區需求的活動則鳳毛麟角。
其他委員會也有類似情況。值得一提的是，「地區工程及設施管
理委員會」的撥款為0元。
運用撥款的空間
撥款偏重於文娛活動的情況，不但在灣仔區議會，其他選區亦常
見。審計署對2015/16年度的全港區議會撥款用途加以分析，發
現用作藝術文化活動、康樂體育活動，以及節日慶典這3個類別
的撥款達71%，而用於其他某些類別的撥款則較少，例如公民教
育和樓宇管理則各佔不足2%。
審計署因此建議民政事務總署署長，為個別區議會製備分析，以
便審視其開支模式是否最能切合地區需要。以灣仔區議會為例，
「食物及環境衛生委員會」在2018/19年與其花25.6萬在戒煙、
勤洗手、健康生活的活動上，倒不如關注家居垃圾無人處理的問
題。

灣仔區議會已審批的撥款(2018/2019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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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香港作為英國的殖民地，以洋人為權力中心，軒尼詩同情香港華人在港受到
不平等的待遇，並認為議會、官員大部分都是洋人，由他們決定華人的福利，十分
荒謬。軒尼詩的政策成功提升香港華人的地位，甚至意圖使香港居民和英籍居民的
地位看齊。不過，軒尼詩的政策被指過於激進，引來英國人不滿，質疑他偏袒華人，
更破壞英國商人在港的利益，因此有英商向英政府要求軒尼詩港督一職被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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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款只為舉辦活動？
以上所言，只是區議會咨詢層面的角色；也許更多街坊對區議會
的觀感，是舉辦大量文娛康樂活動。其實，此為區議會運用撥款
的功能。據民政事務局的文件，區議會有責任利用撥款改善地方
環境、推動康樂及文化事務，以及負責社區活動。
從區議會分配撥款的方式，可窺探該區區會議的重點工作。將完
成任務的第5屆灣仔區議會，轄下有7個各事務範疇的委員會及9
個工作小組。工作小組明顯為籌備活動而設，例如「活力灣仔工
作小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活動工作小組」、
「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周年活動工作小組」。儘管區議
會大會以討論議題、咨詢性質 主，架構下的委員會亦以交通、
房屋、環境、地區工程等政策範疇分類，可是當中大部分的支出
仍是舉辦活動之用。在2018/19年度，整個灣仔區議會的1664.8
萬元撥款中，直屬區議會大會的開支佔六成（869.6萬元）；在該
869.6萬中，由康文署主辦的恆常康體活動佔四成（622.1萬元），

你期望的區議會……
如果大家希望區議會能關注街坊重視的議題，區議會選舉就是很
好的切入點。截至去年公佈的選民登記冊，現時全港只有近六成
人口登記成為選民，灣仔區則只有近四成。此外，根據上屆區議
會的投票率，全港和灣仔區的投票率也不足五成。隨著11月24
日的選舉漸近，大家會見到不同候選人在街頭各式的拉票活動。
新一届的區議會仍然只停留於舉辦康樂活動的層面，還是切合地
區需要來以重建、垃圾等議題進行活動撥款？就要靠每一位街坊
向各位候選人表達意願了。
注：各位有興趣了解區議會各委員會和工作小組的街坊，可瀏覽
灣仔區議會的網站，內有每次開會的議程、會議記錄、錄音，以
及參考資料。
撰文：青蛙

1929年灣仔的填海工程峻工後，把來往灣仔及銅鑼灣的一條主要幹道便以他為名，
以紀念軒尼詩對香港作出的貢獻。
撰文：家洛

軒尼詩爵士
Sir John Pope Hennessy
(1834 - 1891)
英國政治家、殖民地官員，第八任香港總督

軒尼詩選區(B01)：
預計人口 (截至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13,300
選民人數(2015年正式選民登記冊登記選民人數)：4,946
投票站：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區內包括多棟住宅如灣景中心大廈、壹環、建利大廈、尚翹峰等。選區名稱源於
區內的軒尼詩道，與其相鄰的選區有愛群、司徒拔道及修頓。

ឩḸጟ᛬Ấ
在石水渠街附近的吉安街，
夾在露宿者之家與公共廁所
中間的一條小在巷，種了一
盤盤植物，掛上木牌寫道:
「落肥不是無機物，化作春
泥更護花」。 惜花者不須是
種植專家，而是悉心照料花
草 ， 得到街坊讚譽「隱世花
王」的呂先生。呂先生惜物
愛花，愛小手作，訪問期間
呂生興奮地介紹起他的小手
作 、 他打理的花巷，以及從
世界各地搜羅的手工藝品。
原來只要細味生活，就可以
活得精彩。

戰後大量上海人南下來港，他們擁有豐富的資金及技術，例如一
些擅於「泥水剫木，剪髮，裁縫」等，為香港各行各業帶來新景
象。
呂先生因緣際會，於13歲便跟隨上海師傅學師，入行做維修及五
金，曾替匯豐銀行維修牌匾。學得一門好手藝，閒時街坊朋友也
喜歡找他幫忙，只因他手勢好，做事企理。閒時呂先生喜歡做小
手功，送給親友，例如手造不銹鋼算盤給孫女、又造射箭公仔給
姪女及火箭錢箱給孫兒。手工精巧。他在德國科隆亦搜羅不少工
藝品，例如由爛鐵及縲絲帽升級再造的寶馬騎士。年月的褪去，
未改呂先生對手造小玩意的興緻。一雙巧手，充滿對家人的關懷，
想到坊間現在有不少年青人慢慢喜歡上手造工藝品，不無道理。
手造小玩意花了不少手工藝者的製作心思，一針一縫一鑽，若能
磨練十年八年功夫，說不定可以有一番新的創見。
原來呂先生的心思，也可見於他的小花巷，這也是個巧合的故
事，在半年間發生。

呂先生的「小宮殿」內不同植物
呂先生以往一直有種萬年青，以前只種在門口，阻止人放置電單
車在門口，放得密密麻麻。怎知道對出的獸醫診所外空地，政府
也為了阻止市民棄置電單車，將呂生的盆栽搬移到此。從此，花
巷形成了。附近的垃圾站堆積了不少花盆和植物，呂先生心想拿
走再種，總比去堆填區好，便拾回來。他善用盆內泥土再種植
物，都是有機肥料，好讓他的植物小故事繼續延伸：有街坊過往
種了40多年的白玉蘭，像皇后與桃花王相伴，還有幾棵小植物像
孩子，一家大細，不亦樂乎。
最近，藍屋BB班也相約呂先生一起種蕃茄，蕃茄種子已發芽了，
植物安心在這小小的園圃生長。生物有機，人間有情。植物正靜
俏俏地告訴我們，謝謝呂先生的愛護，使我們的生活更精彩！
撰文：心、Yol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