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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建關愛促進社會
共融

市建局網站榮獲無障礙
網頁嘉許計劃金獎

觀塘同仁街臨時小販市
場及小巴總站正式啟用

太子道西/園藝街保育活化項目
限制中尋求突破

重建美好新生活

大角咀洋松街/松樹街重建項目《形品・星寓》
榮獲2014年度優質建築大獎



最新動向

觀塘同仁街臨時小販市場及小巴總站 正式啟用

百子里項目獲社區建築獎

荃新天地獲2014最佳園林獎

市建局網站
獲無障礙網頁嘉許計劃金獎
樓宇復修資訊通
復修工程費用參考維修開支一目了然

茂蘿街/巴路士街保育活化項目
勇奪多個建築大獎

全新網上求職系統

形品‧星寓奪2014年度優質建築大獎 重建項目新進展



形品‧星寓奪2014年度優質建築大獎
大角咀洋松街/松樹街重建項目形品‧星寓，設計融入可
持續發展的建築概念，包括節能及節約用水的設施，而
當中約三分之一的總地盤面積被劃為綠化帶，成功營造
低碳環境，其在環保方面的卓越表現獲香港綠色建築議
會頒發白金級別證書嘉許。項目亦以活化社區為目標，
透過大量園境設計和加闊行人路等改善舊區環境，並預
留空間設立「市建一站通」服務區內市民。其與社區密
切的關係及現代優質建築技術，充分體現2014年度優質
建築大獎「攜手創建優質」的主題和講求團隊的合作性
，榮獲本年度香港住宅項目(單幢)的優質建築大獎。

每兩年舉辦一次的優質建築大獎由本地九大建築專業學
會聯合舉辦，在業界享負盛名，以表揚在設計與創新、
建築、環保、用戶感受、遠景及團隊精神各方面表現超
卓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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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ura.org.hk/tc/projects/redevelopment/yau-tsim-mong/larch-street-fir-street-project-lime-stardom.aspx


「
規劃及設計總監馬昭智代表市建局接受香港
建築師學會的2013年度 全年境內建築大獎」
及「主題建築獎(保育活化)」(圖左右五)及2014

新翻(目項宅住非港香「-獎大築建質優度年
及活化項目)優異獎」(圖右右四)

茂蘿街/巴路士街保育活化項目現時用作
推廣本地動漫創作的「動漫基地」

(左起)香港規劃師學會年獎-2013「傑出規劃作品銀獎」、
化活及新翻(目項宅住非港香「-獎大築建質優度年4102

項目)優異獎」

在2012年完成保育活化工程的茂蘿街/巴路士街
保育活化項目中，項目團隊憑藉創意和優秀設計及
技術，在保留原有戰前樓宇外貌的同時，注入多項

築，同時增建新翼並提供了一個約三百平方米的公
共空間，供社區享用和作藝術文化發展用途，成功

合了新舊建築特色的創新結構技術和可持續發展
概念，獲多個專業團體頒發獎項，包括香港建築師
學會的2013年度「全年境內建築大獎」及「主題建
築獎(文物建築) 」，由本地九大專業學會聯合舉辦

新翻(目項宅住非港香「-獎大築建質優度年4102的
及活化項目) 優異獎」，以及香港工程師學會的
2014年度「卓越結構大獎」，還有香港規劃師學會
年獎-2013「傑出規劃作品銀獎」。

http://www.connect.ura.org.hk/2012/i2/cover_story.aspx
http://www.connect.ura.org.hk/2012/i2/cover_story.aspx


荃新天地獲

市建局物業及土地總經理何玉蘭(左)出席6月12日的頒獎典禮

市建局的中環百子里活化計
劃，為市民提供一個優美的
休憩空間，其設計亦特別反

中環百子里是「孫中山史蹟徑」的一部分，「輔仁文社」
曾設社於此，其創社人亦曾加入以孫中山先生為首的「興
中會」。市建局以「中國革命之源」作為百子里公園的設
計主題。除了加入綠化元素、雕塑及休憩遊樂設施外，亦
設置歷史展覽迴廊及革命歷史探知園，以表彰這段香港歷
史，以及與辛亥革命有關的事跡。另外，透過公園的布局
及設計，重塑百子里當年隱蔽式的城市空間氛圍。 

百子里公園在2011年落成後，曾獲香港園境師學會頒贈
2012年園境設計銀獎。

映其歷史背景。百子里公園獲香港建築師學會頒發2013
年度「境內優異獎—社區建築」。

荃灣市中心重建項目的「荃新天地」，獲康樂及文
化事務署頒發「2014最佳園林大獎 - 私人物業」非
住宅物業組別的金獎，表揚其傑出的園林設計及園
藝保養。項目現設有全港最大型的垂直綠化牆，共
有近4萬棵植物，並內置自動灑水系統。該項目在
環保綠化方面的出色表現，曾獲香港綠色建築議會
頒發白金級別證書，以及由多個專業建築學會頒發
的優質建築大獎和發展局主辦的2012高空綠化大獎
金獎。

http://www.ura.org.hk/tc/projects/heritage-preservation-and-revitalisation/central/pak-tsz-lane-revitalisation-project.aspx
http://www.ura.org.hk/tc/projects/heritage-preservation-and-revitalisation/central/pak-tsz-lane-revitalisation-project.aspx
http://www.ura.org.hk/tc/projects/redevelopment/tsuen-wan/tsuen-wan-town-centre-project-vision-city.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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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位處交通樞紐

(3)設施方便傷健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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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樓底高空氣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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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設計注重衛生 (5)設計結集民意

(6)工程關顧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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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販期望遷入地點方便兼配套設施充足的臨
時小販市場後，可招回舊客，同時吸引新客
惠顧，令生意更上一層樓。「整個臨時街市
的構思及成立是以市民及商販的需要出發，
希望大家會喜歡到這裏購物。」觀塘分區諮
詢委員會主席馬錦華道。

市建局安排多名推廣大使在區內及鄰近地
區進行宣傳，並透過郵寄傳單等方式，令
大眾了解臨時市場啟用及小巴總站搬遷等
資訊。

為配合整個觀塘市中心項目的工程，從前分散區內各
處的小巴站現集中搬遷至臨時市場旁，方便市民乘小
巴往返觀塘。而隨著小巴站搬遷而改變的小巴路線，
亦有利疏導交通。「以前响舊站啲車成日塞死晒，而
家好好多。」在區內駕駛「觀塘-旺角」線四十多年
的車長吳先生說。另外，小巴總站設有上蓋，為等車
市民遮蔭擋雨。



市建局就觀塘市中心計劃主
地盤（第二、三發展區）正
式招標，在5月20日邀請10間
發展商入標競投，截標日期
為7月15日。是次項目地盤面
積約21,754平方米，範圍包括
裕民坊、康寧道、物華街及
協和街。將來將興建住宅物
業，以及一座平台提供零售
及政府設施，包括兩層公共
交通交匯處、小販市集、垃
圾收集站及公眾休憩用地。

市建局於今年3月邀請19家
已提交發展意向書的發展商
參與競投新山道／炮仗街項
目。4月7截標時共接獲八份
標書。招標遴選小組在評審
各標書後，提交建議予董事
會批審，市建局已於4月29
日公布項目由麗新發展有限
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 運騰
有限公司投得。該項目地盤
面積約1,170平方米，完成後
可作商住用途。

位於深水埗順寧道的住宅及
商業發展項目經過公開招標
競投後，市建局共接獲4份
標書。經過詳細考慮後，市
建局董事會認為由百利保控
股有限公司及富豪酒店國際
控股有限公司組成的財團－
啟延投資有限公司合乎所有
招標要求，開列的條件亦會
為市建局帶來最佳的利益，
決定與該公司合作發展有關
項目。

觀塘市中心項目
第二、三發展區
收15份合作發展意向書

市建局於2014年4月11日開展土瓜灣道６
８Ａ至７０Ｃ需求主導重建計劃 ，地盤
面積約1,200平方米，估計重建範圍內居住
了約240戶家庭及有8個地下商舖。

啟動第9個「需求主導」重建項目

麗新發展有限公司
投得市建局馬頭角
新山道／炮仗街項目

百利保控股有限公司及
富豪酒店國際控股有限
公司投得市建局深水埗
順寧道項目

平方米的商業／零售樓面面積及830平方米政府、
機構及社區設施用地。項目預計可在2020/2021年
完成。

該項目為市建局第三輪「需求主導」先導計劃中的
第二個重建項目，亦是市建局自2011年推出該先導
計劃以來的第九個「需求主導」項目。

在完成人口凍結調查及相關規劃程序
後，市建局會提出收購建議，如果在
75日內有八成不分割份數業權業主接
受有關收購建議，並獲發展局局長授
權進行，項目便會落實執行。市建局
初步建議在該項目內提供約7,800平方
米的住宅樓面面積，可建約150個中
小型住宅單位。項目亦會提供約150

http://www.ura.org.hk/tc/projects/redevelopment/ma-tau-kok/to%20kwa%20wan.aspx
http://www.ura.org.hk/tc/projects/redevelopment/ma-tau-kok/to%20kwa%20wan.aspx
http://www.connect.ura.org.hk/2014/i2/news.aspx
http://www.connect.ura.org.hk/2014/i2/news.aspx
http://www.ura.org.hk/tc/projects/redevelopment/ma-tau-kok/san-shan-road-pau-chung-street-project.aspx
http://www.ura.org.hk/tc/projects/redevelopment/ma-tau-kok/san-shan-road-pau-chung-street-project.aspx
http://www.ura.org.hk/tc/projects/redevelopment/sham-shui-po/shun-ning-road-projec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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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uildingrehab.org.hk/index/?lang=zh-HK


市建局推出簡單易用的全新網上求職系統，為有興趣加入市區更新大軍的市民
提供最新的職位空缺資訊。新網頁加入無障礙網頁設計，方便有需要人士使用。



心繫社區

學建關愛 促進社會共融

三月好teen 戲 全港中學生話劇比賽
四強過招 全院滿座

互動遊戲 認識市區更新 與長者共賀端陽

實戰分享 助新力軍認識專業工作

「藝術文化融入舊區」
夥伴項目先導計劃
綠州藝廊夥伴合作計劃
塗聚雅薈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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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及最佳男主角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
學 - 《街坊，你好嘢！》

亞軍、最佳劇本創作及最佳服裝
設計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樓住
有情人》

季軍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 《重建家園》

「最佳女演員獎」及由全場觀眾
投票選出的「最高人氣獎」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 《深水埗的叉
情尋》

小學生話劇大匯演「城市奇遇之
迷失‧珍帆」

今年話劇比賽以「舊區問題多　我可
以做甚麼？」為題，四隊學校話劇精
英施展渾身解數爭奪冠亞季軍及最佳
男、女主角等八個獎項。除以獨特的
台風、服飾點出舊區重建和樓宇復修
的主題，各隊也會加入其他時事熱話
引起觀眾的共鳴，最了不起是年紀輕
輕的同學，已能充分演活社會各階層
的角色，將舊區的人物特徵發揮得淋
漓盡致。由香港話劇團、香港教育城
及市建局組成的評判團在評分時大感
頭痕，最後由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
珊紀念中學憑「街坊，你好嘢！」勇
奪冠軍。

同場亦設由觀眾一人一票即場投票選
出的「最高人氣獎」，各個表演隊伍
在中場休息時由台上鬥到台下，廣召
親朋戚友到場支持，近400個觀眾各
選心頭好。最後由樂善堂梁銶鋸書院
摘下獎項。

當晚壓軸的小學生話劇大匯演「城市
奇遇之迷失‧珍帆」更將全場氣氛推
至最高，來自14間小學的同學以話劇

《建聞》2014年2月號報導過全港中學生話劇比賽的四強備戰實況及小
學生話劇大匯演的排戲花絮。轉瞬間總決賽已於2014年3月14日在柴
灣青年廣場順利進行。

三月好teen戲 全港中學生話劇比賽
四強過招　全院滿座

及兒歌演繹舊區的鄰里故事，老成
的裝扮與童聲童氣的戲劇效果，贏
得滿場觀眾的「掌聲鼓勵」。想一
睹當晚各隊的精彩演出，大家可按
以下連結瀏覽：

http://www.connect.ura.org.hk/2014/i2/community.aspx#content0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UCOMy-HZI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UCOMy-HZI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cMCVjPUu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JEc3dhe8x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JEc3dhe8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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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至5月活動精華
【細閱Ǹ香港】

【Silver Jam】

【走入文化社區】 【Mfuȷt!Bsu!一起藝術吧！】

【無伴奏合唱社區融入計劃】(油尖旺)

「純心粹藝」提供花藝、紙藝、舞蹈等不同活
動，讓舊區居民在輕鬆的氣氛下接觸藝術。壓
軸的「城區藝行者」，讓深水埗及油尖旺舊區
的參加者先在工作坊學習攝影竅門，再走入深
水埗及油尖旺區內不同角落捕捉特有風貌。

http://www.ura.org.hk/tc/community/arts-and-culture.aspx


市建局義工今年再次探訪循道衛理灣仔
長者服務中心和同區的獨居長者，送上
美味端午糉，共享節日的喜悅。

塗鴉藝術活潑生動、色彩豐富，為平凡的建築平面
增添不少生氣。近日蒲窩青少年中心一班塗鴉創作
人，透過綠州藝廊夥伴合作計劃，在綠洲藝廊(前中
環街市大樓二樓)一列商舖的鐵閘進行塗鴉創作，表
達他們對大樓即將演變成「城中綠州」的想像與願
景，藉此增加公眾人士對塗鴉藝術的認識，在鼓勵
創意思維的同時，提高大眾對保育活化、藝術與社
區融合及綠化環境的關注。

市建局代表(左一)於6月13日出席塗聚鴉薈2014的開幕禮

http://www.centraloasis.org.hk/chi/aps.aspx


專題探討

重建美好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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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ura.org.hk/tc/projects/redevelopment/yau-tsim-mong/larch-street-fir-street-project-lime-stardom.aspx


啲

吳先生與母親、弟弟、太太及兒子曾一同
住在深水埗通州大廈，身為業主立案法團
主席的他，在2007年已有意聯同其他業主
將物業出售。「當時幢樓已經好舊好殘，
維修有排執，費用又一定貴，同其他業主
商量過之後，決定不如賣左仲好。」他遂
即集合超過八成業權向數個私人發展商招
手，要求重建，惜因出價及安排等等問題
未能成事。後來得知市建局有「需求主導
」重建項目的申請，認為「官方」辦事令
業主比較有信心，遂再一試。「我同其他
業主在市建局宣佈接受我哋嘅申請時真係
十分開心，之後大家立即不斷開會，商討
點樣配合重建安排，期間市建局職員亦耐
心協助同給予意見。」吳先生在收到收購
補償後感到十分滿意，即時參加了市建局
的啟德「樓換樓」計劃， 並在深水埗
區買下一比較新式的單位。「我哋住響深
水埗三十幾年，對呢區好有感情，所以買
樓都係買番呢區。」吳媽媽笑道：「而家
新樓有電梯，老人家出入都方便啲。」

廖生廖太及兒子一家三口由1989年起居
住在觀塘協和街的天台屋，由於觀塘市
中心重建，獲遷置安排入住了油塘一個
約400呎的全新公屋單位。「以前舊屋
好細，落雨成日漏水，新屋好啱住，冇
漏水，環境好，空氣好，仲有大海景，
過年可以睇到煙花表演。」廖太續道：
「以前大廈冇電梯，日日行十幾層樓身
水身汗先返到屋企。」廖太笑言新居有
電梯方便出入，人也胖了。「呢度距離
港鐵站只有一分鐘路程，返工十分方便
。」廖生兒子表示新居交通便捷，附近
還有不少商場食肆。「我鍾意飯後到公
園散步，呼吸一下新鮮空氣。」廖生最
滿意新居多了許多綠化休憩設施，男女
老少可隨時做運動強身健體。「而家間
屋咁舒服，週末我哋都好少走出街，一
家人鍾意留響屋企睇電視傾下偈。」

http://www.ura.org.hk/tc/projects/redevelopment/sham-shui-po/dl-5-tung-chau-street-kweilin-street-project.aspx
http://www.ura.org.hk/tc/projects/redevelopment/kwun-tong-town-centre-project.aspx
http://www.ura.org.hk/tc/projects/redevelopment/kwun-tong-town-centre-project.aspx


內窺鏡

太子道西/園藝街保育活化項目 限制中尋求突破

多元活動 關心員工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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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完整保育整列10幢的建築，最理想
是一併收購以進行工程。市建局在
2010年3月31日向受影響的業主發出收
購建議，但至今能整幢成功收購的物
業只有202-204號。 

「部份業主對樓市採取觀望態度，不
急於賣樓，故其他號數只能買到部份
單位。」麥中傑表示如不能整幢物業
收購，則未能得到全部業主同意，便
不可在任何公用地方，如樓梯和外牆
等進行任何工程，有礙項目整體上的
觀感。

原先項目的保育方案是以「加建及改動工程」
方式進行，但在新建築條例的規範下，如以該
方式進行保育，部份有歷史價值的部份將需被
拆卸或作大幅改動，原來風貌會被破壞。「好
像面向後巷的開放式後梯，是戰前樓宇的一大
特色，但如以加建及改動工程方式保育並取得
屋宇署批准，則需加上防火玻璃覆蓋，令樓梯
失去特色。」最後市建局改以一般裝修及「小
型工程」方式保育樓梯和其他如立面等值得保
留的部份，這方法雖然在運用樓宇方面帶來一
定局限，但在合符建築條例下卻能原汁原味保
留建築物的特色。

「保育工程遇到其中一項最大的困難
是僭建物及改建部份太多，要花很多
時間才能將樓宇『糾正還原』。第一
次見到收回來的單位，僭建物多不勝
數，僭建的天台屋、閣樓、樓梯、平
台比比皆是，最嚴重的是『僭上僭』
達3層的小屋附設於後梯旁及由頂層
通往天台屋的螺旋樓梯。」麥中傑表
示團隊花了相當長的時間才可清除所
有僭建物。另外，建築物本身的「缺
陷」，如被拆去的樑柱、牆壁等，均
帶來潛在危險，需要及時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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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 日的海下灣吉澳一日遊，多名員工攜同家中老少一同欣賞自然美
景，認識生態環境之餘，更可一同聚餐，增進彼此感情。

「與壓力共舞」健康講座

市建職員樂益會於2月28日及3月6日舉行皮革製
作班，同事一面了解製作皮革的技巧，一面自製
獨一無二的卡片套，發揮個人創意及手藝，還可
以將製成品送給親友。



員工分享

市建「奇趣」檔案

努力助人獲嘉許



個案1–神級僭建

個案2–貓屋主

個案3–陌生男子

個案4–「領空」被侵佔

原來單位的佔用者不一定是人！曾經有同事處理重建項目個案時，發現單
位內的佔用者竟是數十隻活潑可愛的花貓，花貓最後也跟隨主人搬到新
居所。

在決定展開重建項目前，同事均會微
服出巡舊區勘察有關樓宇狀況。有同
事分享曾在勘察時被誤以為「企圖破
門搶劫」的「可疑男子」，居民更因
此貼出告示提醒街坊要鎖好門窗。對
於居民的高警覺性，「可疑男子」表
示欣賞，更拍下有關告示留念。

大家看到的規劃圖都有項目範圍，但又是否
知道這條「疆界」其實是伸延至空中呢？曾
經有項目範圍隔壁大廈的住戶，因為在窗口
僭建窗花鐵籠，又於外牆僭建支架擺放冷氣
機及晒衣架，侵佔了項目範圍的「領空」。



市區重建中介服務成功協助業主聯售物業

業主嘉許信

努力助人獲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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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新填地街重建項目租客上公屋

租客嘉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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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項目劏房喜獲協助上公屋

業主嘉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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