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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ng Sustainable Urban Renewal Approach in Hong Kong from a Social Perspective 

从社会因素角度评估香港城市更新模式的可持续性

郎嵬  李郇  陈婷婷
Lang Wei, Li Xun, Chen Tingting

摘要：香港城市更新一直伴随着不同的声音发展，政府和各利益群体竭

尽全力地促进城市更新区内的可持续发展。文物保育和城市更新看起来

似乎是矛盾的，两者是否可以并存 ? 如何增强和提升社会层面的可持续

发展，值得政府、学者和规划师的关注。基于城市更新设计的社会可持

续性指标体系的构建，通过介绍旧香港水警总部项目，从社会因素着手

评价香港的历史建筑保护和城市更新，并探讨其可持续性，从而提高城

市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和城市活力。这为国内其他城市在更新建设过程中

增强社会可持续性等方面提供了有效的参考。

Abstract: Urban renewal in Hong Kong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voices, where government and various interest groups have made every effort 
to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thin urban renewal areas. Heritage 
preservation is seemingly contradictory with urban renewal driven by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how to enhance social sustainability on both ways is a 
question for the government, the academic, and planner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ritical factors of urban renewal in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through 
examining and evaluating the social elemen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ia 
a case-study of Former Marine Police Headquarter, based 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social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 in urban renewal. As a reference 
of implementation process in urban renewal for all Chinese cities, this paper 
aims to discover the social considerations in urban renewal, which enhance the 
significance of social sustainability.

关键词：社会可持续性；城市更新；历史建筑；旧香港水警总部；香港

Keywords:  Social Sustainability; Urban Renewal; Historical Building;  

Former Marine Police Headquarter; Hong Kong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571118、41801161、41801163），香港理工大

学研究项目（1-ZVB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17lgy39、18lgpy12），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博士科研启动项目（2018A030310263）

文章编号：1673-9493（2018）06-0063-05  中图分类号：TU984.114  文献标识码：A  DOI：10.22217/upi.2016.144

作者：  郎嵬，博士，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副研究员，广州中大城乡

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师，国家注册规划师。langw30@mail.sysu.edu.cn
  李郇（通信作者），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广州中大

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山大学城市化研究院院长。lixun23@126.com
  陈婷婷，博士，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副研究员；广州中大

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师

引言

香港的建筑存量迅速老化，目前约有 4 000 栋建筑物

楼龄为 50 年或以上，这个数字在未来 10 年将以每年 500
栋的速度增加 [1]。为了解决市区老化的问题并提升旧区居

民的居住环境，香港于 2000 年 7 月颁布了《市区重建局条

例（第 563 章）》。并于 2001 年成立了市区重建局（URA: 

Urban Renewal Authority），以协助香港政府再生和更新老

城区衰败的城市环境。政府宣布采用“以人为本，立足于

区，公众参与”的方针，试图在不牺牲任何特定群体合法

权益的前提下，平衡社会各群体的利益和需要，主要目标

是提高市区居民生活质量，减少栖身于欠佳居住环境的人

数。在城市更新中秉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为香港缔造优

质的城市环境，建造更美好的家园。香港政府强调城市更

新不是“大拆大建”，而是一个综合、全方向、有内涵的过

程，借助重建（redevelopment）、复修（rehabilitation）、活

化（revitalization）和文物保护（heritage preservation）四种

手段更新旧城区 [1]。然而，香港的城市更新往往只专注拆

迁补偿和拆迁安置等物质领域的内容，极少关注社会学领

域，如原居民的社会网络或当地居民对更新规划的顾虑和

关注等 [2]。

香港对历史建筑和古迹的态度一直在微妙地变化着。

在城市快速增长的进程中，特别是 1997 年以前，商业利

润是城市发展的首要目标，为了改善地区的生活环境，很

多有历史价值的旧建筑无法避免被大规模拆迁的命运。但

是，从 1970 年代中期开始，历史建筑保护受到重视和提

倡。政府在 1976 年出台了《古物与古迹条例》（香港法例

第五十三章，下称《条例》），以确保最有价值的文物获得

保护。在《条例》中，根据建筑价值、历史价值、社会意

义和稀有性，将历史建筑分为两类：文物建筑和法定古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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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香港回归后，历史建筑逐渐成为公众利益和政

府工作的重心，历史遗产也被重新定义。“文化遗产”逐渐

成为一个能够唤起积极反馈的术语而被广泛使用 [4]。当前，

这一术语几乎被大众媒体滥用，化身为提高上流社会文化生

活的催化剂。同时，人们开始追求高质量的公共空间，商品

化的遗产成为“一种以消费为导向的畸形怀旧，其本质是把

历史转变为适合富裕阶级品味的商品”[2]。

政府改变其角色，不再以追求发展为首要重点，在

1998 年和 1999 年制定了相关政策，提倡积极对待保育问题。

1998 年成立了文物旅游专责小组（HKTA: Heritage Tourism 

Task Force）；2000 年成立了文化遗产委员会（CHC: Cultural 

and Heritage Commission），该委员会提出文化遗产在城市规

划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历史建筑应转变为城市的文化

活动中心，应提倡和宣传文化旅游。2007 年，发展局（The 

Development Bureau）成立，并于 2008 年 4 月 25 日成立了

文物保育专员办事处（Commissioner for Heritage Office），以

便推行文物保育政策，并经常检讨政策、推展一系列文物保

育措施，监督有关文物保育和活化项目的进程 [5]。

香港的城市更新理念一直伴随着批评的声音而成长，许

多城市更新项目未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反而产生了新的环境

问题和社会问题 [6]。有人批评，这是城市更新方案质量较差

的原因；亦有人认为，城市更新只是“另一种城市开发模式”[7]。

实际上，与其他城市不同，香港的城市更新目的是在交通便

捷的繁华市区，利用以建筑物为主导的更新策略振兴衰败或

贫困地区的经济，促使地区经济转型，重塑独特的文化底蕴

和历史风采 [2]。城市更新往往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同时会导

致文化缺失和原有的城市肌理受到破坏，特别是有些项目较

容易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如绅士化、弱势群体被迫迁移、社

区凝聚力和原有社交网络受到破坏等，还可能打破当地的社

会包容性。问题累积到一定程度会演变成社会问题，同时凸

显出城市发展中经济和环境两方面的缺点。文物保育和城市

更新看起来似乎是相互矛盾的，而两者是否可以并存，如何

增强和提升社会层面的可持续发展，是本文要重点探讨的。

本文以旧香港水警总部城市更新项目为例，通过深层次

梳理和挖掘历史建筑保育过程中的社会因素，探讨城市更新

过程中影响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因素，从而提高城市整体

的可持续性。本研究着眼于城市更新中的社会可持续性，这

也为国内其他城市在城市更新建设过程中增强社会可持续性

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1  城市更新背景下的社会可持续性定义

1.1  什么是城市更新？
城市更新是指拆除或改建破烂、陈旧的建筑物，以创造

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环境 [8]。城市更新被认为是一个广泛运用于

应对不断变化的城市环境和满足不同社会经济目标的复杂过

程 [8]。城市更新往往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包括切断原有的社

会关系网络，破坏社会连续性和邻里关系，导致社区参与的

排外性、房地产投机、归属感缺失，城市盲目扩张等 [9-11] ；还

导致弱势群体被驱逐出原社区，生活环境质量显著下降等 [8,9]。 

这一系列现象和问题迫切需要我们找到一种有效的方法来指

引未来的城市更新。近年来，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设计理念已

融入城市更新项目的规划和设计，其以为城市居民创造可持

续发展的社区为宗旨，在解决城市更新过程中的社会问题方

面取得了理想的预期效果，已获得普遍认可 [12]。

1.2  可持续城市设计
可持续城市设计是指，把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融入城市更

新规划的决策过程之中并起决定性作用的城市设计要素。“可

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城市共同关注的问题之一。1987 年，

环境与发展世界委员会（WCED）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

“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

求的能力”[13]。2015 年，联合国在“变革我们的世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宣布了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169
个具体目标 [14]，再次强调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三大重要组成部

分——经济、环境和社会是不可分割的。可持续城市设计则

强调，在为人类创造空间艺术的同时，既要满足功能和审美

的需求，亦要为建筑和空间上的安排提供设计指引，为城市

居民创造出高品质和可持续的物质环境 [15,16]，为社区增加投

资机会，提高生产率，提高投资回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提供多种便捷的服务设施和提升生活质量等 [8,17]。

1.3  社会可持续发展
社会可持续发展是指维护和改善当代和后代的福祉 [6]。

换句话说，在城市更新过程中，为当代居民创造和谐的生活

环境、改善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为下一代居民减少社会

不平等和社会分裂，最终达到社会可持续发展。在以往的文

献中，传统的研究主题主要包括社会公平、减少贫困和维持

生计等，而当前的研究较多辅以更多无形的、无法用数值衡

量的评价指标，如身份识别、地方归属感、社区参与性、可

达性、社会资本、社会凝聚力、社交网络、幸福感和生活质

量等 [18]。这些变化说明当前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正在走向

多元化的视角。城市更新日益强调保育和活化，关于保育和

重建是否可以互补的话题是争论的核心 [19]。当前，可持续发

展在社会层面仍然缺乏达成共识的基本要素，随着社会可持

续性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社会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成为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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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基于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即以文献综述和问

卷调查来评估香港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并采用多种统计

分析，包括因子分析①方法，构建一套城市更新设计的社会

可持续性指标体系。通过与多位业界和学术界专家学者的讨

论和校正，最终确定城市更新设计中的 4 项设计标准（表 1），
并制定与此相应的 9 项指标，下面对具体指标进行论述。

（1）地方特色的保护 / 改善

公众对一个城市的地方特色的认识和了解源于街区、建

筑和开放空间的布局，建筑的形态，不同土地功能的混合，以

及人们的各种活动等。建筑形态、建材、配色方案等决定了

视觉质量，城市发展模式和人类活动展示了城市的形象、内

涵和文明程度。这些地方特色的元素往往见证了时间的流逝，

同时体现了前人努力的成果，打造了“集体回忆”。“集体回

忆”已成为越来越多市民希望在城市更新过程中保留的地方

特色。为了保留更新区域的原貌，现有的土地利用类型和功

能应保留，提高更新区域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真正反映

社区的地方特色。同时，打造新的标志和地标，增强地方的

认同感；新的建筑功能和结构必须与现有的时代元素融合在

一起。更新区域的再开发将帮助补充和完善这种正面效应。

（2）当地就业可达性

就业是社会可持续性的主要焦点之一。增加就业机会有

助于促进社会融合，市民通过获得工作机会，增加收入，从

而改善生活，同时工作场所为人们的社会交往和交流互动提

供了场所。斯蒂格利茨（Stiglitz）发现，失业率高的社区，

离婚率、自杀率和酗酒率往往也随之上升 [25]。随着就业率的

上升，相关社会问题会减少，如贫困、社会歧视、福利依赖、

心理问题、家庭纠纷和社会动乱。

（3）非住宅发展对不断变化需求的适应性

适应转变是社会发展的关键。城市的政治环境、经济发

展、科技水平和市民需求是不断变化的。已建成的各种服务

设施、建筑以及城市的规章制度和设计准则也应与时俱进地

演变。建筑和城市形态应当有较强的适应性来实现自我优化，

并充分利用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价值 [26]。当设计具有足够的

灵活性，能够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迅速作出反应，方

可满足不同市民的需求，还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商机。

（4）开放空间的可达性

在拥挤的城市地区，开放空间为社交聚会和居民互动提

供了一个宽敞的场所 [6,27] ；特别是绿化较好的开放空间有利

于社会稳定，能有效促进居民的身心健康，减少人们的生活

压力，因此开放空间的可达性显得至关重要。市民空闲时候

喜欢前往离自己家较近的开放空间，在那里可结交新朋友，

或者与老朋友见面聊天，从而不断改善和提升人际关系、增

强归属感。应确保社区内弱势群体（如残疾人、老人和儿童）

的利益得到充分考虑，相应地配置辅助设施，让他们得以平

等地享受开放空间。

另外，良好的社会公共服务设施供应和布局也是一种社

会福利资源。开放空间作为一类公共服务设施，需要满足不

同阶层市民的基本需求和生活模式，它既可以帮助不同收入

阶层的市民改善民生和提高生活质量，又要体现公平正义的

原则，减少社会不平等 [28]。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制定不同标

准，避免空间分异带来的空间配置和资源分布不均衡等问题，

保障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可达性和需求的匹配程度。

3  香港城市更新的社会可持续性考量——旧香港
水警总部项目改造案例

旧香港水警总部于 1884 年落成，是一组维多利亚式建

筑群，由主楼、马厩及报时塔组成 ；现址自 1880 年代起至

1996 年一直是香港水警的总部，是香港四所现存最古老的

政府建筑之一。1993 年香港城市规划委员会同意将该片区

定位为一个综合发展区 ；1994 年该片区被列为香港的法定

古迹。旧香港水警总部地处繁华的文化商业区——尖沙咀

商业区，有多样化的酒店、商场、餐厅、公共空间等配套设

施。2003 年为推动文化旅游，决定由旅游事务署（Tourism 

Commission）牵头，以商业招标形式将其交于私人发展商，

保留旧水警总部建筑并发展为文物旅游景点，成为首个私营

机构参与保育，将古迹发展为旅游设施的项目 [29]。2003 年 5
月，发展商长江实业（集团）以 3.528 亿港币投得旧水警总

表 1  城市更新项目中社会可持续城市设计标准的社会指标

设计标准 指标 定量 定性

（1）地方特色的保护 /

改善

本地特色是否升值 √

重建区域的独特性 √

（2）当地就业可达性
每 1 000 m2 创造的就业机会个数 √

就业机会的质量 √

（3）非住宅发展对不断

变化需求的适应性

应对未来变化的能力 √

适应度 √

（4）开放空间的可达性

至最近开放空间的平均步行距离 √

开放空间的可达度 √

服务于残疾人、老人和儿童的无障

碍和特殊设施的设计

√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4,9,21-24]

① 因子分析是指研究从变量群中提取共性因子的统计技术 [20]。它简化因子的大矩阵，并确定少量因子可以解释大多数观察到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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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发展权，为期 50 年。在保留原有建筑的前提下，投资超

过 10 亿港币将其改建为酒店。具体的建筑功能变化是：主

楼作为高级古迹酒店，马厩改建为餐厅，消防局改建为商店。

项目被命名为“1881 Heritage”，于 2009 年正式启用。2011
年政府同意和批复了尖沙咀法定图则，旧水警总部及周边道

路被列为以旅游为主题的商业发展区。

（1）保护地方特色

城市更新的目的是实现最大的再开发潜力，更重要的是

保护当地的地方特色。在为历史建筑增添新功能的过程中，

如何将原有建筑整合到新的城市布局中，如何利用历史建筑，

以及如何让新的城市环境与历史建筑相呼应等，都是极为重

要的挑战。

旧香港水警总部改造采用文化旅游为主题导向的发展理

念，将之打造成为香港著名的文物古迹旅游景点之一。项目

位于尖沙咀商业区，新增用途是酒店、知名品牌商店、高级

餐厅等，这些设施均与周围城市环境相容，产生的干扰较小。

在改建过程中，完整地保留其建筑风格，将报时塔改为水警

展览馆，并保留了建筑群内有上百年历史的火炉，这一系列

举措极大地提高了项目的地方特色和价值。

（2）多元需求促进商业发展和增加就业机会

旧香港水警总部的改造带动了整个区域的房地产价格，

以及商业和非商业部门的发展，被称为“1881 效应”[30]。旧

水警总部及周边地区从传统的商业中心发展为文化旅游商业

区，每年为香港带来 10 亿港币的收入。显然，旧水警总部

的商业化成为尖沙咀地区的重要经济资源，并成为促进旅游

业、当地就业、经济发展和城市更新的一个典型案例。

（3）商业化改造破坏历史文脉

与此同时，旧水警总部项目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其中讨

论的最多的是古迹的失真和过度商业化。政府根据现行的城

市规划机制，借行政措施鼓励拥有人保护整栋或部分建筑。

但因整个项目由私人发展商主导，只要符合城规条例，政府

在出售发展权后就无权影响发展用地的各种设计，规划师更

不拥有干涉其发展的权力。根据《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第

十章第 4.6.5 条，设计在风格、比例及视觉感受三方面是否

使新旧建筑物相融配合，需征询古物古迹办事处和建筑署的

意见 [31] ；另外，现行的《城市规划条例》并没有订立条文

来保护法定古迹、历史建筑物、具考古价值的地点和其他文

物，只在法定图则的说明书中强调，任何发展和土地用途地

带改划建议，如果影响以上文物及其周围地区，必须先征询

古物古迹办事处的意见 [31]。可见，香港城市规划委员会的角

色更多是负责聆听并提供意见，而非最终裁决者。最典型的

一个争议在于，旧水警总部地处的小山丘——尖沙咀山曾是

英国殖民地时期走私鸦片基地的地点，其居高临下的地势是

旧水警总部选址于此的重要原因。从历史角度来看，尖沙咀

山比建筑群更加重要 ；然而在改建中，尖沙咀山被整个铲平

了，而且山丘上原本绿树成荫，有 192 棵树木，最终仅保留

了 18 棵。原来的尖沙咀山变成一个露天大广场，整个古迹

的旧貌被破坏。也许露天广场可以为游客和居民提供更多的

交流和休闲空间，但历史风貌已无法修复，后代也无法完全

体会“水警总部”和“鸦片走私”这一历史脉络。造成这一

破坏的原因就是香港城市规划委员会在私人发展商主导的发

展模式下，难以介入保护本土特色的行动。

（4）公共空间受限，改变原有的社区识别

改建后的“1881 Heritage”内主要是国际知名品牌的旗

舰店和时尚食府等高级场所，而非大众化的商店或餐厅，这

不禁引起大家的疑问：保育和改建是否营造了新的地方特

色？社会包容性是否增强？政府采取发展商私人投标的市场

模式开发旧水警总部，保留了历史建筑但没有花纳税人的钱；

可见，政府基于商业收益来考虑保育问题，对经济的重视超

过了对文物遗产价值的重视 [29]，没能更有效地发挥历史建筑

的经济和社会效应。具体来说，地政总署当年与长江实业（集

团）签订地契时，并没有具体列出保育要求和运营管理规范，

包括开放时间和开放范围等，因而留下了很多灰色地带，即

便建筑群内的公共空间理论上是属于大众的，但由于权限不

明，导致市民无法进入参观 [32]。在古物咨询委员会与发展商

多次协商后，目前每天仅有一个指定时段，市民可参加免费

导赏团参观酒店内部 ；而市民和游客能够自由游览、拍照的

空间，只有“1881 Heritage”前方的露天广场。另外，改建

后的五星级酒店，价格极其昂贵，非一般人能够负担，普通

市民根本无法享用这一古迹。有市民到酒店后园欲拍照留念，

却被保安以私人地方为由喝止。可见，利益导向下的城市更

新难免会中断居民对原有场所的认知和社区识别，对城市结

构的完整性也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威胁。

4  结论

前文已通过四大核心指标构建出评价城市更新项目社会

可持续性的基础评价体系。基于这一评价体系深入探讨旧香港

水警总部改建项目的可持续性，发现该项目很好地保留和保

护了原有建筑群，通过文物保育和历史建筑的“活化”提升

了当地经济发展，增强了当地就业，重塑了地方特色。但由

于政府采取商业招标形式将项目发展权交给了开发商，在经

济利益驱动下，历史建筑的价值和该片区原有的历史文脉在

一定程度上被忽略了。改建后的高级酒店中仅部分公共空间

对外开放且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公众的进出，破坏了当地居民、

游客及后代对原有场所的认识和识别，降低了社会包容性。

近期，随着公众对历史建筑和遗产保护兴趣的增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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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由专家、学者解决和考虑的问题在基层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人们就“哪些建筑和风貌是过去的”“这是谁的遗产”等一

系列问题争论不休 [33]，关于“谁最权威来判定什么内容应得

到保存以及如何保存”也存在较大分歧 [34]。然而，政府对

遗产保护和历史建筑的宣传不充分以及向公众提供的信息不

足，影响了公众参与城市更新和保育行动的积极性和有效性。

伊沃·奈恩纽斯等（Ivo Nienhuis et al.）提出了结构性偏见

的问题，认为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社区的内部成员比其他人

更具有优势和话语权 [35]。在旧香港水警总部改建的案例中，

社会大众，尤其是当地社区居民，并没有参与规划决策和规

划实施的过程。开发商主导的城市更新打破了不同利益和价

值观之间的平衡，加上缺乏公众参与，人们逐渐对当地社区

失去归属感，也不愿意参与社区活动。因此，政府、规划师

和设计师在今后的城市更新规划过程中，应在寻求区域协调

与整体发展的同时，通过以公众为主体、自下而上的城市更

新模式，促进城市持续渐进的有机更新 ；结合社会可持续性

评价体系，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先后得到了香港理工大学建筑与环境学

院陈汉云教授和容晓君助理教授的宝贵建议，在此表示感谢。

同时，衷心感谢广州中大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对本研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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