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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及致謝

建築遺產／文化繪圖是對地區上的具體文化價值特徵以繪製地圖形
式作出紀錄。它可使地區上的具體特徵可與隨著時間而轉變的用途
作出關連，從而對其重要性有一個縱向的了解。因此，文化繪圖的
實踐不但要涉及所有持份者的參與，而且有需參考多樣性的數據來
源。文化繪圖的作用就是作為當地的文化知識和遺產資產的資料庫 
。這個參與性方法能使當地社區的持份者對他們社區的共同文化根
源產生歸屬感與自豪感。概言之，文化繪圖記錄文化資源、賦予社
區權力、傳達本土知識、以及促進跨文化對話。社區參與建築遺產 
／文化繪圖旨在提高意識、激勵參與、並建立管理權，作為保護文
化遺產地的主要目標。一旦社區對其文化遺產有更好的了解，他們
就更容易在相關地點的保護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希望香港建築
文物保護師學會的「建築遺產／文化繪圖計劃」能把教育、指導、
激勵、及啟發的意義帶給香港大眾，以致更多社區會更積極參未來
的計劃。

「建築文物繪圖：培訓與工作坊」是在發展局保育歷史建築基金
的資助下，透過香港建築文物保護師學會所舉辦的三項社區參與
性保育活動之一。於2018年11月起，油麻地與北角的社區街坊開
展了一系列的文化繪圖培訓工作坊，為期一年。該等工作坊的對
象為中學教師及

學生、創意達人、建築師、城市規劃師、區議會議員與普羅大眾。
此相應的文化繪圖工具包乃為配合文化繪圖培訓而開發，以幫助社
區更好地了解具有遺產價值的地點。文化繪圖工具包旨在為中學教
師提供實踐指導，把文化繪圖成為他們授課的一部分，以致學生可
識別、了解、記錄及繪圖具有遺產價值地點的文化重要性。

我要感謝共同參與開發本工具包與工作坊眾多人員所作的貢獻，尤
其是以下人士： 開發及領導文化繪圖工作坊及編寫工具包的Janet 
Pillai 及 Laurence Loh；協助文化繪圖研習坊的 Tiffany Tang 及 
iDiscover 團隊，以及創意人員 Wai Wai、Bertha Wang、Sally 
Chong、Joshua Wolper 及 Richie Fowler；開發、組織、及領導文
化繪圖工作坊並對文化繪圖工具包的開發、組織及編輯作出貢獻的
香港建築文物保護師學會 BHCF 團隊 Angus Chan、Allison Lee 及 
Debra Ng；提供無間斷支持及幕後協助的ACP 團隊 Joanna 
Chu、Hoyin Lee 及 Sharen Mak。

Dr. Jennifer Lang
香港建築文物保護師學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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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香港的文化遺產保育政策使公眾能夠欣賞及了解多樣文化的豐富歷
史軌跡。香港獨特的文化認同源自中國文化，但過往遷入及遷出的
移民以他們帶來的建築遺產及生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跡。歷史故
事、古蹟文物、傳統習俗、及文化產物是重要的文化資產及資源，
屬於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及多重身份。香港歷史的重疊性，可由它的
大都會世界主義、新與舊的城市生態混合、街道建築物的混雜、以
及摩天大樓和郊野公園保護區的共存，而反映出來。

要保護香港獨特的文化遺產，必需認識香港各地方的文化特色，以
及評估這些地方的文化資產是否能夠承受得起環境的變遷。本教學
單元將引入文化繪圖的概念，作為識別及記錄某個地方所具有的物
質與非物質文化資產與資源的工具及技術。透過實地考察來進行繪
圖，學生能夠開始了解人類是如何在一處地方進行建設、落地生根 
、創造社區，以及把文化遺產傳給下一代，這就是地方營造的過程 
。所以說，不要以為香港的地方營造有賴官方的規劃而發展起來的 
，而是由社區自發性和有機性地應需而生，應時而新。

關鍵詞：

地方營造
文化
文化遺產
地方精神
文化繪圖
文物保育與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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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表
地方營造
人類的聚居地是由長時間的人地互動而產生。基本上，地方營造是
因人類聚居所需，而把環境塑造，建造居所、營造生計、及建立關
係。即使人們搬遷到新環境，打算在已有定居歷史的地方定居，新
來者是需要為自己重新啟動文化適應和地方營造的過程。

闡述地方營造的圖表。（資料來源：	Janet	Pillai）

文化
文化可被視為地方營造的流程和產物。一方面，文化是一種動力，
透過使用可用的資源以及富有創造力的思維和行動方式，協助人類
適應新地方。另一方面，文化亦可被視為地方營造過程，高產生的
人類經驗及產物。隨著時間的推移，被視為有用的經驗及產物透過
社會學習、習慣做法、及價值觀，在特定社會或群體之間進行印記
與傳承。這些傳下來的文化遺產代表著一個地方的文化認同，通常
屬於該地特有，對當地的社區具有重要意義，因為文化遺產代表其
身份的構建。

文化是會受到某些力量的壓力（例如，科技、跨文化影響、及災
難）而接受改變或被迫改變，以及受到另一些力量的壓力（例如，
情懷、保護主義、及保育）而抗拒或阻止改變。文化亦會透過人口
和思想的遷移，而產生改變或異變。

環境 有文化特徵
的聚居地

人類 營造生計

建立關係

建立聚居地

經濟層面

社會層面

環境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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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馬辰港的水上市場。	
（資料來源：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

闡述文化適應的圖像 

越南會安市的街頭市場。（資料來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g）

敘利亞的磚坯蜂巢房。	
（資料來源：http://trendsupdates.com/syrian-beehive-homes-the-cool-
faultless-and-functional-desert-homes/）

印尼巴布亞省科羅威族部落的樹屋。	
（資料來源：http://adventurecarstensz.com/2018/07/19/korowai-tribe-lived-
in-the-tree-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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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遺產
文化遺產是一個社會或群體，從過去幾代人傳承下來的物質及非物
質特征或產物，包括物質的人工製品（例如建築物、食物、工具、
衣物、文件），與非物質的遺跡、社會與政治組織、文化習俗、民
間故事、知識、技能，以及大型的文化景觀。由於文化是動態和不
斷演變的，某些文化遺產可能隨著文化的革新與新文化的興起而被
淘汰、丟棄、或破壞。文化遺產是一個社會或群體的文化知識和認
同，因此人們刻意透過保育政策與法規，來嘗試保護或維護文化遺
產免受損毀。雖然物質文化遺產（例如建築物或人工製品）相對較
易搶救，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則較具挑戰性。由於非物質的空間，
和物質的文化展現，是相互聯繫和相互依存的，因此近期的保育措
施更傾向同步保育和活化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

地方精神
人與地之間的文化互動，可使一處聚居地發展出獨有的特色。「地
方精神」是指一處地方的實體上、環境上、及氣氛上的獨有特性。
它可以是表徵著一處地方的獨特自然地理現象，也可以是由一個社
區或地點的歷史互動，以及物質和非物質元素交織而產生的複雜現
象。不適當地更改或干預一處地方或周邊的環境、社會、或用途，
會威脅到此處的地方精神。

冰山模型圖，顯示物質與非物質文化資產的相互聯繫性與依存性。	
（資料來源：Janet	Pillai）

文件紀錄

產品

建築物

社區

機構組織

身份認同

態度

社會聯繫

價值觀

社會系統

社會網絡

歷史

美學 / 設計

文化表達

技能與知識

基建

意識形態 / 信念

哲學

規範

文件紀錄

物質元素

非物質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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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感
當人們在某處居住了一段時間，就會開始營造做地方特色，談及 
「地方感」。此詞語是指居民對它們的聚居地所產生的親密關係，
這個關係是可透過實體、習俗、或感受，而產生。這些由人賦予地
的意義或價值觀，有助形成個人或社群的文化認同和精神福祉。

《夢幻之馬》於2018年6月在香港中環的大館演出。（資料來源：Hoyin	Lee）

地方活化
美國非牟利機構「公共空間計劃」(Project for Public Spaces)，以
專業人士與社區持份者合作的形式，一起來進行地方營造，當地固
有的地方資產善用，把公園、街道、水濱、公共建築、市場等公共
空間進行重新構思、重塑、或活化。地方營造可以通過社區的集體
願景、活化用途、或創意活動，來支持一處地方的持續發展。但
是，在進行活化計劃之前，首先必須要把社區的人、文、物進行文
化繪圖得以鑑定。 

文化繪圖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文化繪圖定義為一種工具和技術，用以鑑定和
記錄一個地區的文化資產和文化資源。收集到的數據可以以地圖、
圖表、圖畫、圖像、及文字等形式表達。資料經過分析和闡釋後，
可更加深人們對該地的了解，為該地建立本土意識和促進發展，以
及進行推廣、保育、或優化等作為。

文化繪圖的最佳作業方法，就是透過當地社區的參與，來提供有關
該地的物質與非物質文化資料，包括歷史、地理、環境、人文、文
化、與遺跡等。繪圖工具亦各式各樣，包括觀察、訪問、攝影、錄
像、製圖、和素描等。香港屏山聚星樓（2003年），可見消失了的地方精神。	

（資料來源：Ken	Nicolson）

香港屏山聚星樓（1986年）。（資料來源：Hoyin	Lee）

香港屏山聚星樓（1990年），可見消失了的地方精神。	
（資料來源：Hoyin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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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與學
單元

建議學科： 
通識教育、地理、近現代中國史

主題： 
探索和圖繪香港的歷史與文化層面

目標：
i) 了解香港某個地方的歷史、遺產和特性的多個層面；
ii) 記錄該地方的重要文化資產和資源；及
iii) 討論該地方的建築和生活空間，如何反映歷史和文化的 
 多元、包容和延續。

此單元可用於指導學生，探索變幻無窮的香港環境、多層次歷史、
文化遺產、及文化認同。學生可借機會探討文化歷史（例如，遷移
和聚居的形式），研究多元文化遺產（例如，貿易、食物、規範、
建築、語言等），並反思今天的香港是如何建於文化的延續和包容
（例如，透過適應、復興、及同化多重文化認同）。

學習成果:

問題
我們如何鑑定一個
地方的獨特文化資
產和資源？

我們如何確保日後
可善用這些文化資
產和資源，和持續
它們固有的意義？

技巧
觀察和溝通技巧。

研究和分析技巧。

價值觀
文化權利與包容。

不同文化的 
互相理解。

保護文化。

教學小貼士

由於本教學單元涉及實地考察，因此建議教師選定一個（在學
校附近的）有人民住地方，最好是一個有社區的地方。選址可
以是一個小區，或小區內的一部分，比如市場或廟宇之類，也
可以是一條街道或街道的一部分。建議考察地方：北角、油麻
地、鯉魚門、西營盤、灣仔、香港仔和九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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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流程:
摘要與
大綱

知識框架：
教師用視頻介紹香港的多元化文化遺產，幫助學生掌握背景知識，
並解釋上述詞彙表的定義和相關概念。

教學活動：
教學活動分為三個部分，並採用「特定地點」的方法來了解文化和
文化資產。有關的教學活動包括，使用互聯網進行歷史資料搜集和
研究、進行實地考察、及實地習作（例如，文化繪圖和記錄）。

教學活動1：探索文化遺產
• 地方歷史
• 實地考察 
• 標示文化資產
• 總結討論

教學活動2：製作文化遺產繪圖 
• 介紹繪圖工具
• 現場記錄文化資產
• 總結

教學活動3：綜合文化繪圖資料
• 整合繪圖數據
• 總結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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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框架
主題：具文化特徵的地方
教師在網上選擇一些介紹香港歷史、不同種族、及具多元文化地方
的視頻和文章，給學生觀看和閱讀來備課。例子包括 ：

<18歲人士在18天內走訪18個地區>
視頻連結：http://hongwrong.com/hong-kong-districts/

<灣仔的藍屋具有香港建築、社區與社會文化價值>
文章連結：
https://www.jenniferteophotography.com/thats-life-blog/wan-chais-blue-house-
with-architectural-community-and-socio-historical-value-in-hong-kong

<面對現實！香港建築夢>
視頻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QF0-3-RupM

<香港十大戶外濕貨市場>
視頻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WFmAQX8SN0

詞語討論
在課堂上，教師可參考本工具包的引言，為學生解釋詞彙表中的各
項詞語。學生看完視頻和文章後，教師可指導學生討論視頻和文章
中，所涉及的地方營造、文化遺產、及地方精神等概念。

「香港的文化繪圖」練習
教師引導學生進行標題為「香港的文化繪圖」練習，在此練習中，
學生首先要定出一些具獨特文化，和他們親身去過的地方（請參閱
下文附錄一）。然後，教師鼓勵學生討論這些地方，和它們具有的
獨特文化元素。

材料：
• 室內或室外的開放空間
• 彩筆
• 彩色 Post-it 便籤紙
• 兩條繩／線（約10米長）
• 隨意找到的物件（如空飲料罐、瓶子、牛奶盒等）

在開放空間的地上，學生用繩線擺出香港島的大輪廓地圖。然後在
這個地圖內，把「隨意找到的物件」放置在他們認為具獨特文化的
地方。他們可以把地方的名字寫在便籤紙，貼在物件上。

接著，學生解釋他們的經歷，觀察到這些地方有什麼獨特的物質與
非物質文化元素。

教師可以使用「冰山模型圖」來輔助討論。

文化繪圖工具包	 19



教學活動1 :
探索文化遺產

概要
華人是香港人口的文化主流，但是香港亦有不同文化的人口，他們
是因為社會、政治、和經濟等原因，遷移到港定居，從而給予香港
的歷史既多姿多采，又與眾不同的一面。學生先選定一處具多元文
化的地點，然後進行實地考察，探索該地的歷史，以及從過去遺留
到現今的建築與生活文化遺跡。

所需材料
• 學生需自備有拍攝功能的手機或數碼相機
• 每位學生需自備一張A3大，有關考察地點的簡易地圖 

 （地圖最好可顯示到物業地段邊界和所有道路）
• 一部給學生作報告用的電腦和投影機
• 學生可用 PowerPoint 或打印件 

 （地圖／文檔／照片／文章）做報告

相關地點歷史介紹
教師先搜集一些有關考察地點的參考材料（照片、視頻、文章）。
這些材料應包括歷史資料、地圖、照片、重要日期╱事件、有關各
個社區的文章以及網上文件。教師可以 PowerPoint 向學生概述地
方的歷史和特點。

地點考察
學生可由教師、導賞員、或本土歷史學家，帶領實地考察。考察行
程應著重當地社區的多元性和文化特色，同時亦應留意該社區的文
化可持續性，是否面臨挑戰或威脅。

i) 物質文化遺產（地境、建築、工藝品、人等）；及
ii) 非物質文化遺產（行業、設施、語言、組織、技能、 
 知識、習俗、食物、及節日路線）。

尋找文化資產
• 考察期間，學生應盡所能識別最多的文化資產，並在自備的 

 A3地圖上把這些文化資產的位置加上標記。他們亦應把識別 
 了的文化資產拍照記錄。考察完畢後，學生可繼續留在該  
 地，完善搜集了的資料，或訪問社區人士。

• 回到課堂後，學生分成兩組，把已被識別的文化資產集體轉 
 移到一幅大型地圖上（如附錄一所顯示），然後用不同的彩 
 色 Post-it 便籤紙，來區別物質與非物質文化資產。

總結討論
• 討論所識別的文化資產，與當地的社區和歷史的關聯。
• 以當地獨有的特點，討論識別當地的「地方精神」。

活動1的教學小提示

以下是以學生為中心教學模式的練習，教師可考慮採用： 

1. 探知地方歷史：教師可根據特定歷史主題或時期，把學生分
成小組，自行上網搜索相關的地方歷史。學生可在課堂上用 
PowerPoint作報告。教師亦可讓學生在地面或牆上，使用
紙、粉筆、與打印出來的網上圖片，製作一個時間軸。 

2. 探索文化資產：教師可選擇不提供導賞，而鼓勵學生以兩人
一組自行探索地方。學生可在當地進行調查，與社區人士交
談，並拍攝當地的物質與非物質文化資產。完成探索後，學
生便可準確地標記圖像，並上載到 Instagram 賬戶中。要注
意的是，文化資產圖像必須有清楚標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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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2 :
繪圖文化遺產

簡介
學生將收集資料並詳細記錄他們選定的文化資產項。學生可：
a) 與社區的長者面談，並記錄他們對當地的個人回憶；
b) 把當地食品的製作過程繪製成為文化繪圖；
c) 記錄社區的聲景和使用的語言；
d) 記錄建築文物與它們的歷史和演變。

所需材料
• 空白A4紙、寫字夾板
• 彩筆和鉛筆
• 顯示道路和建築的A3地方地圖 
• 學生自備攜帶手機╱相機

繪圖工具介紹
教師可使用前一次練習中的地圖，選擇有關地方的不同物質與非物
質文化資產，或特定類型的文化資產（例如文化食品或行業），作
為學生調查和記錄的項目。

學生分成小組，每組分派到考察地點的一部份，或其中的一個社
區。每組應記錄與當地有關的三項或以上的文化資產。

學生可使用多種創意途徑，來調查和記錄文化遺產，如觀察、面
談、攝影、錄像、及素描。教師應向學生講述實地作業所需的操
守、程序和技能：

i) 與社區打交道時要遵守的操守；
ii) 面談技巧；

iii) 交叉核查資料的準確性；及
iv) 資料記錄技巧。

現場記錄
在收集及記錄資料時，教師可學生一些工作指引，包括：
1. 收集並記錄與資產有關的故事和回憶；
2. 收集社區重視何種資產的看法和原因；
3. 在適當的時候，用看、寫、問等方法作記錄；
4. 觀察並記錄與資產相關的活動╱習俗、文化過程、知識、 

 及技能。

總結討論
• 每組學生可以視像，甚至於錄音，配合寫作，從而改進及整 

 合他們的資產記錄。
• 每組學生用歷史時間軸，把收集的資料與地方的發展 

 串連起來。

活動2的教學小提示

教導紀錄文化資料的工具與技巧，最佳方法就是透過簡短的實
踐式工作坊（如攝影、平面圖繪製或角色扮演）進行。教師還
可邀請當地藝術家（如戲劇從業人員或攝影師），來教導學生
基本的溝通和記錄技能。

2018年11月香港北角的文化繪圖練習。（資料來源：Allison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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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3 :
簡介
學生把收集的資料綜合成為一個大敘述，包含了考察的地點、地點
中的社區群組，這該些群組與群居的起源，他們是如何隨著時間來
適應轉變，及有什麼遺留下來的文化遺產。

所需材料
• 學生收集的資料
• 普通文具
• 打印機

綜合繪圖資料
各組學生須發揮創造力，把收集的所有證據彙集一起，為地點和社
區作出解說。這個集體解說可以用擺設裝置、多媒體展示、或海報
等形式進行，並可包括地圖、時間軸、照片、文章、素描圖、視
頻、及引用訪問得來的資料╱故事。

下列為可能用到的指引：
i) 學習設計時間軸，以平面設計的方式反映出社會、政治、 
 經濟、文化的重要事件，以及社區人與地的發展；
ii) 找出地方和社區的文化資產及遺產，並及在地圖上標示它 
 們的位置；及
iii) 用創意方式，把所記錄的文化資產，與地方和社區的歷史 
 聯繫起來。

總結
• 考察地點有什麽特色？
• 考察地點的文化遺跡，是如何反映出地點中不同社區的思維 

 與行為。
• 透過學生的觀察和研究，他們是否看到考察地點中，不同社 

 區之間的同化、共存、或茅盾？
• 怎樣把以文化繪圖搜集的文化資料，用來保障或促進考察地 

 點的文化認同?

活動3的教學小提示

鼓勵學生在地面或桌子上，展示他們以視覺設計和書面寫作方
式表達的資料，並把彙集資料創造有關文化資產的圖解故事。

把這些故事與時間軸、地圖、及引文，連結起來，製作一個可
捕捉到地區精神和社區特色的壁掛裝置或展覽品。

2018年11月香港北角的文化繪圖練習。（資料來源：Allison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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