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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礦山公園的意義1.1
今日的馬鞍山新市鎮，人口二十萬，毗鄰吐

露港，遠眺八仙嶺，風景優美。馬鞍山在

新市鎮發展前是一個以採礦業為主導的居住點。馬

鞍山鐵礦儲藏豐富，是昔日香港唯一的大型鐵礦

場，是香港礦業的標誌，於香港經濟史上更佔有一

個非常重要的地位。戰後，該礦山的開採業務更發

展為首間香港與日本人合作的公司，為戰後的經濟

作出了重要貢獻。在礦山採礦生產期間，馬鞍山鐵

礦吸引了大批工人在此以採礦維生，並在礦場上定

居下來，形成別具特色的礦山村落。它以香港特有

的社區形式運作與發展，例如有宗教的介入，並興

建了教堂、學校及診所等公共設施，使得工業礦山

的開採與人文文化在馬鞍山礦山緊密結合，形成了

一個獨具特色的自然人文景觀區。

 
馬鞍山的礦藏十分豐富，其矽卡岩型鐵礦藏具備了

典型矽卡岩鐵礦藏的所有特徵，礦雖不大，其典

型性強。美國學者D.D.考克斯和D.A.辛格曾對全

球3,900多個典型各類礦藏綜合研究後，分別建立

了38個全球描述性模式和60個標準噸位和品位模

型。在這些全球性標準“模式”和“模型”中，引

用我國的典型礦藏資料很少，其中矽卡岩型鐵礦只

引用了兩個，一個為東北的松樹溝鐵礦，另一個就

是香港的馬鞍山鐵礦。馬鞍山鐵礦資料能被建立全

球性標準“模式”和“模型”引用，是典型性的具

體表現，其礦藏學意義重大。

 
馬鞍山的礦物、岩石類型豐富，其中各類礦物有超

過40種，岩石更具有地球上三大類岩石的代表。據

不完全的統計，岩漿岩既有侵入岩，也有噴出岩﹔

沉積岩既有碎屑沉積岩，也有化學沉積岩和生物化

學沉積岩﹔變質岩有高、中、溫接觸變質岩、熱變

質岩、動力變質岩等。如果把這些礦物和岩石都分

類陳列出來，馬鞍山就可以建立一處內涵十分豐富

的礦物、岩石（含礦石）博物館，其礦物岩石學的

觀賞性和科學價值，將使其成為香港眾多博物館中

的一個亮點，具有重要的礦物岩石學意義。

馬鞍山鐵礦開採過程中和封閉礦坑後遺留下許多環

境問題︰其一是廢棄礦場和礦坑流出的水體在與

溪流中的水體混和後，可能給水源帶來一定的污

染﹔其二是礦山封閉礦坑後，四周留下的廢棄物既

可能污染土壤和水體，亦給當地帶來了視覺環境的

污染﹔其三是礦山開採過程中，破壞了採礦場和採

礦坑道附近山體的穩定性，露天採礦場的高邊坡崩

塌和採空區的地面塌陷，可能帶來崩塌、塌陷、滑

坡、泥石流等地質災害。因此，馬鞍山礦場遺址也

是一處開展地質環境研究、地質環境評估和地質災

害監測、預報和防治的基地，具有重要的地質環境

學意義。

現時的礦場遺址不僅保留了昔日與整個採礦過程有

關的採礦場、礦洞及選礦廠等建築及遺址、相關的

地質岩石和地貌﹔為礦工而建立的社區包括宿舍、

診所及教會建築群等亦得以完整地保存下來，其整

體的完整性是現存的例子中甚為稀有的。

 
由此可見，馬鞍山礦場遺址是香港地質、地理及人

文活動一個不可多得的重要場所，在香港是唯一，

在中外例子中雖較小規模但小巧玲瓏且富稀有性，

極具特色。

 
雖然礦場現已關閉，大部分礦工及其後代亦相繼離

開，香港文化博物館自1996年起已對馬鞍山礦洞

進行資料和文物蒐集，部分已在文化博物館的展廳

內陳列﹔另外，沙田區議會亦一直致力研究馬鞍

山，邀請歷史及地質學家對該礦區進行研究，並出

版《馬鞍山風物誌︰礦業興衰》及《馬鞍山風物

誌︰鞍山歲月》二書，不僅搜集得許多珍貴資料，

更對昔日礦場的有關人士進行了口述歷史訪問。此

外，沙田區議會更於2009年邀請了古蹟專家對於

礦山有關的歷史遺址進行研究並撰寫了《馬鞍山礦

場歷史建築研究文件》，對該址的歷史及建築等意

義有詳細的分析評估。以上每項研究均顯示出馬鞍

山礦場遺址的重要性及獨特性，並為擬建的香港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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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公園奠定良好穩固的基礎。另外，香港特區政府

對於生態自然環境的保護意識強，早已設立許多郊

野公園、自然保護區等，近年更大力推動對歷史建

築的保育工作﹔加上市民對本土自然及歷史環境的

保護意識及認知亦增強，這些都成為建設香港礦山

公園的有利因素。

過去採礦遺留下的一切，為擬建的香港礦山公園提

供了豐富的素材︰不單有大規模地面地底採礦的

遺址，亦有豐富的相關地質岩石，包括沉積岩、變

質岩及岩漿岩等與地貌﹔亦有礦工生活的遺跡遺址

等。這些基本元素在優美自然風光的襯托下，令擬

建的香港礦山公園景點豐富多元。這裏不僅是一個

礦山科學及古蹟普及教育的理想場地，而且能寓科

學及保育教育於休閒旅遊之中，必將能為香港提供

一個靚麗的新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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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礦山公園的定義

礦山公園是以展示礦業遺蹟景觀為主體，體

現礦業發展歷史內涵，具備研究價值和教

育功能，可供人們遊覽觀賞、科學考察的特定空間

地域。礦山公園的建設應以科學發展觀為主導，融

合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於一體，採用環境更新、生

態恢復和文化重現等手段，達到生態效益、經濟效

益和社會效益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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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成為礦山公園的條件

礦業遺蹟是構成礦山公園的核心景觀，表徵

某一階段某一個地方某種礦業發展的歷

史。礦業遺蹟主要指礦業生產地質遺蹟和礦業生產

過程中探、採、選、冶、加工等活動的遺蹟、遺址

和史蹟，並具備研究的價值，教育的功能，是遊覽

觀賞、科學考察的主要內容。按其自然和人文雙重

屬性，礦業遺蹟一般包括︰

l. 礦業開發史籍

 反映重要礦藏發現史、開發史及礦山沿革的記載

和文獻。

2. 礦業生產遺址

 大型礦山採場（礦坑、礦洞）、冶煉場、加工

場、工藝作坊、窰址和其他礦業生產建築物、廢

棄地，典型的礦山生態環境治理工程遺址等。

3. 礦業活動遺蹟

 礦業生產（探礦、採礦、選礦、冶煉、加工、運

輸等）及生活活動遺存的器械、設備、工具、用

具等，包括探坑（孔、井），採掘、提拉、通

風、照明、排水供水、裝載工具、安全設施及生

活用具等。

4. 礦業製品

 珍貴的礦產製品，礦石、礦物工藝品。

5. 與礦業活動有關的人文景觀

 歷史紀念建築、住所、石窟、摩崖石刻、廟宇、

礦政和商貿活動場所及其他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

與礦業活動有關的人文景觀。

6. 礦產地質遺跡

 典型礦藏的地質剖面、地層構造遺蹟、古生物遺

蹟、找礦標誌物及指示礦物、地質地貌、水體景

觀，具有科學研究意義的礦山動力地質現象（地

裂縫、地面塌陷、泥石流、滑坡、崩塌等）遺

蹟。

根據目前研究所得，馬鞍山礦場遺址具備了以上六

種成為礦業遺產應有的條件︰

1. 礦業開發史籍

 現在還存有大量有關馬鞍山礦場的學術論文，包

括各類申請審批的公文、地質報告、礦山生產報

告、圖表、照片，以及有關礦山閞採和隧道設計

的近百幅圖件等等。

2. 礦業生產遺址

 馬鞍山礦區現存有露天採礦場、露天採礦平台、

礦洞、坑道、選礦廠、機房遺址等，均能代表生

產過程中的每一部份。

3. 礦業活動遺跡

 馬鞍山礦洞內仍保存著當年採礦的坑道及通風系

統等遺蹟，另外選礦廠一帶仍可找到當年運輸礦

石的架空天橋橋墩及部分選礦的機器。香港文化

博物館亦收藏了有關礦場內的生活用具（例如指

示牌、工作崗位名牌、安全規則、職員證件等）

。

4. 礦業製品

 土木工程署已對馬鞍山的岩石礦物進行過研究，

並採集到有關的標本，當中部分是獲得已故香港

著名岩石礦物收藏家許士芬博士的夫人所贈送的

單礦物標本。（註︰這些礦物標本現存放在香港

大學許士芬地質博物館）

5. 與礦業活動有關的人文景觀

 馬鞍山礦區內現存有與礦工生活息息相關的歷史

建築物，包括天主堂建築群及信義會恩光堂，及

當年礦工的宿舍及診所等，均是組成與礦業活動

有關的重要人文景觀。

6. 礦產地質遺跡

 馬鞍山礦區露天採礦區仍可見具有科學研究意義

的礦山動力地質現象，包括滑坡及崩塌等遺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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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礦山公園，是我國面對礦業遺址保護、礦山環

境恢復治理及礦產資源枯竭後，礦業城市如何發

展這些問題，借鑒國際上對礦業遺址研究、開發利

用與保護方面的成功經驗，在國際上率先提出的倡

議，並以政府的名義於2004年12月向各省市、自

治區發出了《關於申報國家礦山公園的通知》，首

批28個國家礦山公園於2005年7月誕生。

 

建設礦山公園的宗旨，是使不可再生的礦業遺址得

到有效地保護和科學利用，弘揚悠久的礦業歷史和

燦爛文化；加強礦山環境的保護和恢復治理，促進

資源枯竭型礦山經濟轉型；通過樹立典型，推動礦

山走可持續發展之路。



1.4建設礦山公園的概念

香港擁有大量珍貴的天然地質遺跡，而馬鞍

山則是香港唯一的工業礦山，享有香港岩

石礦物天然博物館的美譽。雖然礦山開採活動和礦

洞於1976年關閉，但人們仍可從現存的露天採礦

場遺址和保留下來的礦洞口、以及具有珍貴歷史保

存價值及教育功能的礦工村民棚屋和殘留的教堂等

礦山遺跡，緬懷昔日輝煌的採礦歷史。

此外，馬鞍山礦場附近一帶不僅有政府早已規劃建

立的馬鞍山郊野公園、馬鞍山郊遊徑及麥理浩徑，

而且這一帶風景秀麗，空氣清新，綠樹成蔭，氣候

宜人，動植物生態多樣化並存。這裏是眾多香港人

熱愛的休閒度假地。所以可以說，馬鞍山礦場遺

址景區是一個融合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的獨特自

然區域。早在1976年，政府已將馬鞍山列為「具

特殊科學價值地點」（Sites of Special Scientific 
Interest, SSSI），可見馬鞍山獨特的自然環境和它

的發展歷史，已為政府所重視。1

馬鞍山礦場遺址本身的價值並不完全在於它的自然

環境，更重要的在於它與香港經濟發展的關係、

它與香港工業發展的關係、它與香港歷史發展的關

係、以及它與香港人集體回憶的關係。馬鞍山礦場

包含了地質礦產，工業生產、經濟建設、歷史人文

等諸多元素，在香港這個以金融貿易為中心的石屎

森林，竟有如此一個完整的礦場遺址，其稀有性並

不是一般單純的展示地質遺跡的地質公園可以比擬

的，這才是建立香港 礦山公園的價值之所在。

多年來，當地的民間團體，如馬鞍山民康促進會及

倡建香港世界地質公園委員會一直爭取在香港設立

地質公園，範圍應當包括馬鞍山礦場遺址景區。政

府亦接納這些建議當中的部份構思，並以新界東部

的地質地貌遺跡為基礎設立地質公園，然而由於種

1 被劃作「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的地帶，其規劃意向為保存和保護
特殊科學價值的景物，例如稀有或特別品種的動植物及其生境、珊
瑚、林地、沼澤，或在地質、生態或植物學/生物學方面具有價值
的地方。這些地方均劃作「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以阻止市民在
地帶內進行活動或發展。根據一般推定，此地帶不宜進行發展。現
今，全港總共有64個地點。馬鞍山具特殊科學價值的原因，主要是
在於其灌木林擁有有趣植物品種包括紫花短筒苣苔、稀有的木蓮、
穗花杉、香港木蘭及6種原生杜鵑包括毛葉杜鵑、華麗杜鵑、香港杜
鵑、羊角杜鵑、南華杜鵑及紅杜鵑。

種原因，在香港地質公園中，並沒有將馬鞍山礦場

遺址景區劃入地質公園範圍內。

馬鞍山礦山雖有輝煌採礦歷史，但由於政府未有加

以規劃及有系統的對外宣傳，令這一段歷史隨著

歲月漸漸被人淡忘，年青一輩對此更可能是聞所未

聞。故此，本會建議於馬鞍山礦場遺址及附近一帶

風景區，設立香港礦山公園，除了為這一段珍貴的

歷史作紀念與紀錄外，更成為一個市民地質地理科

學及保育普及教育的重要基地，以及旅遊觀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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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礦山公園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幾項︰

1. 有效保護礦山遺址 
 對現存的礦山遺址加以保護及修繕，以保存該個

稀有文化景觀的完整性，並將既的豐富資源，呈

現公眾眼前。

2. 改善礦區地質環境，避免地質災害發生

 對昔日採礦過程中留下的地質災害和環境問題進

行治理，並建立相應的地質災害和環境監測、預

防預報管理機構，大大改善地質環境和視覺環

境，避免災害帶來的各種損失。

3. 推廣教育

 成為一個地質、地理、科學及保育的普及教育基

地，以教育公眾有關香港礦業發展，地質及礦石

的知識，礦業對生態、地質及人文環境的影響，

及對歷史遺址的正確保育。

4. 提供旅遊休閒設施

 為市民及訪港旅客提供一個旅遊休閒的好去處，

並豐富本土旅遊的文化內涵，為緩解香港自然休

閒場所的不足。

1.5礦山公園計劃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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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礦區已有一定的魅力，若能加以保護規劃並開

放給公眾遊覽，必定會成為一個受歡迎的旅遊觀光

點。 

馬鞍山礦場遺址位於馬鞍山新市鎮，人口逾二十

萬，是一個交通配套齊全，建設亦非常完備的現代

化社區。加上遺址鄰近馬鞍山郊野公園、馬鞍山郊

遊徑及麥理浩徑，本身已吸引不少遊客行山玩樂，

馬鞍山對一般市民來說已是一個消閒玩樂好去處。

擬建的礦山公園可配合這些現有的資源規劃，政府

所需投放的資源並不多，既合乎成本效益，又可豐

富馬鞍山郊遊休閒的景點，更可使這一大片日漸破

落的重要遺址重現生氣，造福社會。

再者，礦山公園的建立，需要配備相應的管理人員

和增加從事商業服務、交通運輸和餐飲等服務人

員，這為當地居民提供了更多可供選擇的就業崗

位，有助緩解一些就業難題，改善民生。

就以上種種因素，可見建設香港礦山公園能對香港

的經濟、教育及社會發展等均有著正面的影響。反

之，若現在不加以保護及規劃，這片獨特的人文景

觀就會逐漸破落，將來需要投放的資源亦會更多。

礦山遺址的確有著受保護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以阻

止情況進一步惡化。

1.6推行礦山公園的必要性

綜觀香港現有的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都是

本身具自然生態價值所規劃及加以保育而

成﹔而大型的公園建設中，都多以自然生態及歷史

文化元素作主題。然而，能匯集地質礦產、工業生

產、經濟建設、歷史人文及古蹟等諸多元素於一身

的，相信只有於擬建的香港礦山公園才能找到。早

前成立的地質公園，雖與擬建的香港礦山公園有共

通點 ― 以地質為元素，然而其不同之處最明顯

不過︰擬建的香港礦山公園並不是單純以地質為主

題，而是以礦業為主線、並配合以上所提及的多項

元素為主題。香港礦山公園的建成，不僅能為本港

科普教育注入新元素，同時亦能響應近年政府及民

間對古蹟保育的關注，為本港歷史文化增添新的旅

遊點，豐富本港的文化氣息，並有助推動本地文化

旅遊事業。

香港在國內外已有很高的知名度，作為一個大都

市，以前大家對她的認識只是一個購物的天堂，有

許多的高樓大廈和文化旅遊吸引物。香港國家地質

公園和礦山公園的建立，將使人們透過高樓大廈去

認識她的自然，享受大自然給人們帶來的過去沒有

想到和看到的東西。如由岩漿活動所生的宏偉壯觀

的流紋質六方柱、隱藏在大都市內的矽卡岩型鐵礦

藏等，讓人們知道，香港在地球發展演化史上，不

僅有高樓大廈，也有可以重墨濃彩進行描繪的自然

遺產。

馬鞍山礦場遺址雖較中外現有例子的規模小，但其

重點是在於礦山內從採礦、輸礦、選礦整個過程、

以及與礦工生活息息相關的社區等建築遺址均被保

存下來，其整體的完整性是現存的例子中非常稀有

的。唯現今礦場已關閉，礦工及後代亦相繼離去，

以致這些建築遺址大部分都丟空，並逐漸破落。雖

然礦洞已因結構安全理由被封閉，但仍吸引不少行

山人士到訪﹔天主堂建築群內的教堂雖漸見破落，

但其得以保存下來的宗教氣氛和教堂特色都吸引

不少攝影愛好者及婚紗攝影公司前往拍攝，證明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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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鞍山及未來香港礦山公園範圍
(圖片來源︰Google地球，2009)



2.1礦山開採的歷史及目前狀況

馬鞍山礦場位於馬鞍山半

山上，為數個山峰所包

圍，其北面為吊手岩，東北為馬

鞍山，南面為鹿巢山，海拔約一

百至三百餘米。1礦場盛產多種

礦石，包括磁鐵礦、磁黃鐵礦、

針鐵礦、鈣鐵榴石及黃鐵礦等，

種類繁多，是香港罕見蘊含量豐

富的金屬礦場。礦場於五十至六

十年代發展鼎盛，吸引了大量由

中國南遷香港的華人到礦場工

作，並在馬鞍山定居。同時，天

主教及基督教團體亦紛紛到該區

傳道，並建立起教堂、學校、診

所等公共設施，形成一個自成一

角的華人社區。

Company)。3華興礦務有限公

司在馬鞍山礦場投入五十萬資

本，購置運輸車，興建碼頭、貨

倉，並鋪設從礦場到山腳的車

路，馬鞍山礦場初見規模。

至日治時期，日軍接管並積極擴

建礦場，當時礦區的採礦工人達

到一千五百多人，開採後的礦

物則運送到日本。戰後，由華

商經營的大公洋行 (The Mutual 
Mining and Trade Company) 
取得馬鞍山礦場的採礦權。該

洋行於1953年與日本鐵礦業株

式會社 (The Nittetsu Mining 
Company of Japan) 合作經

營，成為首家於戰後與日本合作

通商的本地公司。4他們引入日

本先進的開採技術及機器，並派

駐日本工程師長駐礦場，使馬鞍

山礦場的開採得到迅速的發展。

大公洋行與日本鐵礦業株式會社

合作經營馬鞍山礦場的時代，

正值二次大戰後香港人口激增

的年代。時值中國國共內戰爆

發(1945-1949)，大量難民逃到

香港，礦場為南下香港的華人提

供安穩的工作及容身之所。礦場

發展全盛時期，礦工多達二千至

三千人，他們來自不同省會，包

括客家、潮州、四邑、山東、廣

東等等。大公洋行於礦場附近興

建了不少房屋作為礦工及其家人

的居所，當時的居民按其籍貫聚

居，廣東人多居近碼頭附近，北

方人多居於山上，潮州人則居

於山腳，致使馬鞍山地區形成了

一個包容不同族群的社區聚落。

馬鞍山礦場的人口漸多，天主教

和基督教教會均看到了礦工群體

的需要前來宣教，並且建立起教

堂、學校及診所等社區設施，形

成一個自成一角的小社區。

經過五十及六十年代的豐盛發

展，馬鞍山礦場於七十年代開始

步入衰落。礦場的鐵礦質素開始

差劣，而且由於油價上升以致運

輸費高昂，加上全球對鋼鐵的需

求量下降，令馬鞍山礦場的訂單

短缺。此外，礦場五十年的開採

合約快將完結，香港政府擬發展

馬鞍山，因此不欲延長採礦權。

加上當時香港經濟起飛，時值興

建地下鐵路，帶走了馬鞍山礦場

的部份技工。基於以上種種原

因，礦場便於1976年停產。礦場

停產後，不少居民遷出，至今山

上只剩下少數老礦工定居。

1 沙 田 區 議 會 ︰ 《 馬 鞍 山 風 物 誌 • 鞍 山 歲
月 》 ， 香 港 ， 沙 田 區 議 會 ， 2 0 0 3 年 ，
頁80。

2 沙田區議會︰《馬鞍山風物誌，礦業興
衰 》 ， 香 港 ， 沙 田 區 議 會 ， 2 0 0 2 年 ，
頁32。

3 同上註，頁33-34。

4 大公洋行礦場主任余榮業先生口述歷史，
轉載自沙田區議會︰《馬鞍山風物誌，鞍
山歲月》，香港，沙田區議會，2003年，
頁8。

2.1.1馬鞍山礦場歷史

馬鞍山礦場的開採歷史最

早可以追溯至二十世紀

初。當時正值新界剛租借予英

國，香港政府及外國團體開始對

新界進行開發。1905年，澳洲籍

工程師到馬鞍山探測礦藏，初步

估計鐵礦蘊藏量為五百萬噸。2

及至1920年代，馬保羅先生（又

名馬仕驥先生）率領一群留美學

生於馬鞍山測量礦藏，惜未能

探測到任何礦物。馬鞍山礦場

的採礦歷史於1930年代正式展

開。1931年，政府發出了一張

為期50年的採礦牌照，牌照輾

轉賣到華興礦務有限公司 (The 
New Territories Iron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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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馬鞍山及馬鞍山礦場 
(圖片來源︰《馬鞍山風物誌︰鞍山歲月》，p.118)

礦工在礦洞內工作情況 
(圖片來源︰
《馬鞍山風物誌︰鞍山歲月》，p.28)

1959年馬鞍山礦場在海拔240米的露天礦坑
(圖片來源︰《馬鞍山風物誌︰鞍山歲月》，p.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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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目前狀況

香港礦山遺址，雖然一直缺乏妥善管理，令

部份建築物殘破，甚至被放置大量雜物，

堆積垃圾，但總體來說，遺址狀況還可以接受，只

要加以管理，防止情況惡化，並維修破爛部份，清

除雜物，自然可以成為適合市民大眾、中外遊客遊

玩參觀的理想選擇。

露 天 採 礦 區

有「天外天」之稱的露天採礦區，是最早期的採礦

區。直至1957年，所有的採礦工作皆轉至地下進

行，該露天採礦區亦隨之荒廢。而該露天採礦區的

採礦及運輸平台年久失修，邊緣部分亦見坍塌。

雖然露天採礦工作已不復見。但這個有「天外天」

稱號的露天採礦區，風景優美，沿途小路灑滿碎

礦石和礦石的圍岩。這裏除了風景優美，礦坑的地

貌亦見獨特，如同萬丈深淵的懸崖峭壁，所以吸引

很多電視及電影公司在該處取景拍攝，成為一時佳

話。

礦 區 坑 道

鑑於多年失修，礦洞的支護結構已趨毀壞，局部洞

頂已坍塌，並有巨石滾落。淤泥和石塊連同損壞的

支架阻塞了通道，而礦洞內排水溝亦失修堵塞，洞

壁滲水淤積﹔加上洞內的通風、防火及照明等設施

均已損壞，礦區坑道已經不適宜進入。

110ML礦洞遺址

露天採礦區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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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0 M L 及 1 1 0 M L 礦 洞 的 外 牆

240ML及110ML礦洞是兩個位於馬鞍山礦場內的坑

道。240ML礦洞是其中一條於1953年挖掘用以採

礦的地下坑道，位於海拔240米的高地上。11953
年，大公洋行與日本鐵礦業株式會社合作經營馬

鞍山礦場，引入先進的開採技術。在此之前，

馬鞍山礦場一直都是以露天挖掘的方式採礦，但

這種採礦方式的成本較高，鐵礦成分參差，更需

要買地放置採礦後積存的大量劣質碎礦石。日本

鐵礦業株式會社加入後，通過對礦區的進一步勘

探，證實主要的礦物賦存在海拔240米之下，因而

安排日本技術人員來港協助，引入坑道的開採方

法，設計並挖掘了大量採礦平巷和隧道，當中包括

240ML、247ML、254ML、261ML及268ML。這

種坑道開採方法既能節省成本，又能大大提高採礦

效率，是採礦技術上的一項突破。2240ML礦洞是

早期的採礦坑道，開採所得的礦物是依靠運輸車由

240ML礦洞坑道向下推，然後再用運礦車運到地

面，後再用貨車送到選礦廠進行選礦。3

110ML礦洞則是於1963年完成挖掘的運輸坑

道。110ML礦洞位於海拔110米的高地上，長約二

千二百米，該坑道於1961年開始挖掘，位於整個

馬鞍山礦場的心臟位置。在坑道內舖設有電動車路

軌。從水平較高的礦洞內所採得的鐵礦，會從直井

及斜井向下卸落，經110ML坑道由電動車送往選礦

廠進行篩選，然後再經碼頭出口至日本。110ML礦

洞的建成進一步提高了輸送礦物的速度，因而提高

了生產效率，刺激了礦物的產量。 

1981年，馬鞍山礦場為期50年的採礦牌照結束

後，240ML及110ML礦洞被封閉，並於洞口豎立危

險警告標誌，禁止內進。由於多年失修，坑道內的

礦場建築的歷史及建築特色2.2.1

1 同年挖掘的坑道尚有247ML、254ML、261ML、268ML，載自沙田
區議會︰《馬鞍山風物誌，鞍山歲月》，香港﹕沙田區議會，2003
年，頁6。

2 沙田區議會︰《馬鞍山風物誌，鞍山歲月》，香港﹕沙田區議
會，2003年，頁6-9。

3 沙田區議會︰《馬鞍山風物誌，鞍山歲月》，香港﹕沙田區議
會，2003年，頁38。

2.2與礦場有關歷史建築的現狀

110ML礦洞洞口舊貌
(圖片來源︰《馬鞍山風物誌︰鞍山歲月》，p.41)

電動車載著礦石從110ML礦洞駛往選礦廠
(圖片來源︰《馬鞍山風物誌︰鞍山歲月》，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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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撐結構經已毀壞，已不適宜進入，僅餘坑道外的

外牆保持完整。

240ML礦洞是馬鞍山礦區的採礦坑道，其洞口有一

個方形的混凝土入口，入口上方有兩個大圓洞，原

本安裝了抽氣扇以促進空氣流通之用。甫進入口能

見另一個有一對木門的入口，可通進半圓拱形的礦

洞。在鐵門上方寫有「240M.L.」，M.L.是metre 
level的縮寫，顯示出該礦洞是位於海拔240米高度

所挖掘。礦洞依山而建，能吸收自然風，配合季節

性風向，使空氣自然流進礦洞內，洞內不致悶熱，

而且有充足的空氣流通。

110ML礦洞是馬鞍山礦區的主輸礦隧道。洞口為一

個半圓拱入口，洞口上方寫有「110M.L.」，顯示

出該礦洞是位於海拔110米高度所挖掘。為節省時

間，挖掘這條坑道時採用了從相對的方向挖掘的方

法，非常準確地銜接，以當時的技術而言實在十分

難得。1

1 大公洋行礦場主任余榮業先生口述歷史，轉載自沙田區議會︰《馬
鞍山風物誌，鞍山歲月》，香港﹕沙田區議會，2003年，頁13-14。 240ML礦洞遺址最外的方形混凝土入口 

半圓拱形的240ML礦洞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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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礦業對大自然的破壞難以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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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礦 廠 遺 址

馬鞍山選礦廠遺址位於馬鞍山山腳，是馬鞍山礦場

的配套設施。為了提高煉礦成份，大公洋行在日

本鐵礦業株式會社的協助下，引入先進技術，於

1954年增設選礦廠，專門篩選礦石雜質，以提高

礦產質素。選礦廠的興建共耗資十四萬元，另外以

十六萬元予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加設供電設施。選礦

廠建成後，於馬鞍山礦場開採後的礦石會先用貨車

送到選礦廠進行磨碎及篩選，然後再利用磁鐵吸出

礦粉，最後再出口到日本。110ML礦坑道於1963
年建成後，在礦場挖掘到的礦石就直接經由該坑道

運到選礦廠。經選礦廠篩選的礦石，其純鐵的含量

可提高超過百分之二十，大大提升了礦產的質素。

馬鞍山選礦廠設備
圖片來源︰《馬鞍山風物誌︰鞍山歲月》，p.19)

1959年馬鞍山選礦廠
(圖片來源︰《馬鞍山風物誌︰鞍山歲月》，p.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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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鞍山選礦廠設備
圖片來源︰《馬鞍山風物誌︰鞍山歲月》，p.19)

發展潛力，發展成特色的主題旅遊點，以吸引遊客

前往參觀。

選 礦 廠 遺 址

自礦場停辦以後，選礦廠已日久失修及遭破壞，部

分結構已被拆卸，但選礦廠的基本結構仍能得以保

存下來，現時仍能看見其依著山勢而建的外形。

2.2.2 礦 場 建 築 的 現 狀

1 1 0 M L 礦 洞

110ML礦洞因安全原因現已封閉，但其入口處仍保

存良好狀態，加上風景優美，交通方便，只要略加

修葺，便能成為著名旅遊點。

2 4 0 M L 礦 洞

240ML礦洞同樣基於安全原因已被封閉。然而，由

於該礦洞附近較為平坦，只要在不破壞該處自然環

境的前提下，善加規劃與設計，相信該處有一定的

從110ML礦洞外空地望向馬鞍山市

240ML礦洞前方為地勢較平坦的叢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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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鞍山礦場用以輸送礦石的架空天橋橋墩遺跡 馬鞍山礦場選礦廠遺址 馬鞍山礦場部分選礦廠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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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馬鞍山礦場內宗教建築群的歷史背景

1949年國共內戰後，中國主

權易主，內地的神職人員繼

而離開中國，部份傳教士被派駐

到其他華人聚居的地方，包括東

南亞、台灣及香港等地。這些南

下的傳教士多操流利的普通話，

與剛南下遷徙到香港的華人沒有

語言障礙，這些南下的華人因而

成為他們的傳教對象。馬鞍山礦

場的繁盛發展吸納了大批南下的

華人在馬鞍山上居住，同時天主

教及基督教團體均看到了礦工群

體的需要，在這裡建立教區，向

山上宣揚福音。

此外，馬鞍山礦場的礦工及其家

人因交通不便，甚少與外界接

觸。加上礦工工作艱苦及危險，

需要心靈上的安慰。天主教及基

督教團體有見及此，因而特意到

山上傳播福音。當時到馬鞍山山

上傳教的天主教及基督教團體包

括聖方濟會和信義會，他們除了

建立教堂外，更從事教育及醫療

等工作，為山上的居民服務。

操場

0 10 20 4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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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堂建築群位於馬鞍山礦場附

近居民聚居的地方，包括了天主

堂（聖若瑟堂）(1952)、神父樓

(1952)、辦公樓(1952)、聖若瑟

小學校(1952)及修道院(1954)，

是一個天主教建築群。 

天主堂建築群由聖方濟會建立，

主要為馬鞍山山上的礦工及家庭

服務。聖方濟會於1950年代初

派遣比利時籍胡文義神父到馬鞍

山傳教。1因教徒日增，胡神父

於是在山上建立聖堂，聖堂於

1952年建成，名為聖若瑟堂。2

兩年後，聖若瑟堂與瑪利亞方濟

各傳教修會的修女在山上合建一

所能容納七位修女的修院。3其

後教會又增建學校，為山上的兒

童提供小學和幼稚園教育，並成

立診所為居民提供醫療服務。聖

若瑟堂初期的教徒不多，只有十

二位教友，其後傳教的對象由山

上的居民漸漸擴展至山腳及海邊

的居民，並在海邊建立另一所小

教堂，名為聖方濟各小堂。至六

十年代，馬鞍山的天主教教徒逐

漸增至八百人。4馬鞍山礦場停

止運作後，山上居民人數大減，

但是聖若瑟堂仍然為山上居民舉

行彌撒至1999年夏始結束。5及

後，天主堂建築群一直空置至

今，而教會的彌撒工作則遷到馬

鞍山恆安邨聖若瑟小學禮堂的聖

方濟彌撒中心舉行。

天 主 堂 建 築 群

1 香港馬鞍山聖方濟堂，《馬鞍山聖方濟堂
紀念特刊》，香港馬鞍山聖方濟堂，2002
年，頁10。

2 沙田區議會︰《馬鞍山風物誌，礦業興
衰 》 ， 香 港 ， 沙 田 區 議 會 ， 2 0 0 2 年 ，
頁51。

3 香港馬鞍山聖方濟堂，《馬鞍山聖方濟堂
紀念特刊》，香港馬鞍山聖方濟堂，2002
年，頁11。

4 沙田區議會︰《馬鞍山風物誌，礦業興
衰 》 ， 香 港 ， 沙 田 區 議 會 ， 2 0 0 2 年 ，
頁58。 

5 同上註，頁72。

天主堂，即聖若瑟堂，是整個小

教區最早建成的建築物，位於整

個建築群的東南端。該小教堂採

用現代的建築風格，外形簡潔實

用，但同時亦富有傳統教堂的特

色︰天主堂有教堂的基本佈局，

包括長方形左右對稱的平面佈

局，入口有門廊，中央有中殿及

左右兩排座椅，中殿盡處有聖

所，以一堵牆有效地與中殿分隔

開。此外，天主堂的門窗運用了

歌德式教堂中常見的尖拱，更增

強了其教堂的形象及氣氛。天主

堂以混凝土建成，間隔牆則採用

土磚砌成﹔屋頂採金字形，以混

凝土承重牆及尖拱形結構承托。

這種建造技術要求不太高，因此

建造應該相當快捷而且經濟。

修道院位於建築群的西北端，以

禮堂、聖堂及修道院房間圍繞著

中心一個院落所組成。入口處有

一個聖龕，放著一個聖母像。聖

堂入口的上方有一個小鐘樓，聖

堂內則有聖水缽及木刻屏風裝

置，以一個小修道院能具如此規

模的聖堂，實屬罕見。在禮堂與

修道院間有一小室，相信是昔日

的診所，內部的牆壁上仍保存有

一些色彩十分鮮明的圖案，相信

是以模板刷上。這些圖案有十字

架葡萄、IHS字母（耶穌的拉丁

文縮寫）及小天使。

聖若瑟小學校、神父樓及辦公樓

毗鄰天主堂，於小學外有一個操

場，更曾經是礦工在下班後看手

搖播放的電影的地方。這幾幢

建築都是簡單的建築，然而某些

建築細部又能發現一些精緻的裝

飾，如小學山牆上的弧形裝飾及

名匾、有蓋迴廊的柱礎處有三角

幾何的圖案、及神父樓入口上方

可見有聖母抱著聖嬰的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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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堂(聖若瑟堂)向西南側面

天主堂(聖若瑟堂)內部(望向聖壇)

天主堂(聖若瑟堂)內部(望向門廊)

天主堂(聖若瑟堂)正面門廊

天主堂(聖若瑟堂)向西北背面 聖若瑟小學校課室及迴廊 神父樓入口上方聖母抱著聖嬰的浮雕

神父樓通往小學外操場的梯級聖若瑟小學校

修道院聖堂
圖片來源︰《馬鞍山風物誌︰鞍山歲月》，p.115)

估計曾作為修道院診所的建築物內部
圖片來源︰《馬鞍山風物誌︰鞍山歲月》，
 p.115)

修道院建築群出入口上方的聖龕
圖片來源︰《馬鞍山風物誌︰鞍山歲月》，
 p.115)



信義會恩光堂位於天主堂建築群

的東面，與天主堂建築群遙遙相

對，是香港信義會於香港第一所

自建的禮拜堂。1950年，美國豫

中信義差會貝約翰監督派遣賈永

振牧師、姜中原牧師及杜安樂教

士到馬鞍山，成立香港信義會恩

光堂，向馬鞍山的礦工及其家庭

傳道。教會在成立之初，只在一

間小木屋內聚會，至1952年始得

到差會的資助，建成禮拜堂，由

兩位牧師及三位傳道人負責傳道

的工作。1教堂除了舉行主日崇

拜外，更會舉辦教會活動，為山

信 義 會 恩 光 堂

上的居民提供娛樂節目。此外，

恩光堂亦為馬鞍山學童提供教

育，教會於1957年在馬鞍山碼頭

旁邊，即現在的恆安邨對出迴旋

處成立馬鞍山鐵礦場子弟學校，

並於一年後改名為馬鞍山海濱信

義學校。1960年代，教會增設幼

稚園。此外，教會又會照顧居民

的醫療及住屋問題，幫助居民重

建或重修居所。1976年，馬鞍山

礦場關閉後，恩光堂改建為信義

靜修中心及信義會恩青營，為個

人、教會或團體舉行退修會及宿

營活動。2同年，幼稚園停辦。

1 沙田區議會︰《馬鞍山風物誌，礦業興
衰 》 ， 香 港 ， 沙 田 區 議 會 ， 2 0 0 2 年 ，
頁79。

2 同上註，頁80。

馬鞍山海濱信義學校則於1979年

遷到阿公角漁民新村，並於1987
年遷到恆安邨現址繼續其教育服

務。

信義會恩光堂採用一個簡單的平

面佈局，沒有門廊，甫進入口便

是中殿，盡處的聖所位置稍為比

中殿高兩級及以木欄圍繞祭壇位

置。禮拜堂應為混凝土結構，屋

頂為金字形，以構架及承重牆承

托。這禮拜堂建築簡單樸素，主

要因為建造時經濟比較貧乏，而

且大部分經費都用於救濟礦工之

0 10 20 4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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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會恩光堂正門及山牆上方的小鐘樓信義會恩光堂內部，後方壁畫前設有被木欄圍繞的祭壇

遠眺信義會恩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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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會恩光堂入口牌樓

用。禮拜堂與天主堂的相似之

處，在於雖然建築簡單，但仍可

找到一些教堂的特色，如正面山

牆上方有一個小鐘樓，及正面的

門窗均採用了歌德式教堂常見的

尖拱。在聖所後方的牆上有一幅

較特別的壁畫，以主耶穌帶領著

羊群為主題，生動地表現出救主

耶穌的慈愛及聖徒為祂的羊的信

息，增添了其室內的藝術及宗教

氣息。



信義會恩光堂內晝有耶穌的壁畫

2.2.4 馬 鞍 山 礦 場 內
宗 教 建 築 群 的 現 狀

天 主 堂 建 築 群

天主堂建築群現已空置，由於日久失修，內

部已見有部分牆壁倒塌，部分門窗亦見破

損，然而整體上都能完整地保存下來，只要稍作修

整，定能回復昔日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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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義 會 恩 光 堂

信義會恩光堂現用作靜修中心，建築保存良好，室

內的教堂佈局仍得以保留。



馬鞍山礦場的歷史價值

馬鞍山礦場遺址是香港過

去唯一一個具有經濟價

值的鐵礦，該鐵礦的礦石以磁鐵

礦和赤鐵礦為主。1香港金屬礦

物資源不多，在全港各地只有少

量規模細小的金屬礦藏。2而馬

鞍山礦場則是其中一個較具規模

的金屬礦藏，在產量方面實屬全

港金屬礦場之冠，在香港礦業發

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此外，

據說馬鞍山礦場是當時東南亞唯

一的磁鐵礦產地，3磁鐵礦是煉

製優質鋼材的必需品，因而較為

罕有。可見當時馬鞍山礦場在香

港礦業，以至整個東南亞礦業的

重要性。

馬鞍山礦場除了在香港礦業中佔

有重要的地位，同時更是香港重

工業發展中不可忽視的部份。香

港的重工業發展早於19世紀香

港開埠時已經出現，當時的重工

業主要以造船和船舶修理為主。

二次大戰後，香港的工業轉移到

輕工業上，重工業開始沒落。然

而，馬鞍山礦場卻發展蓬勃，礦

物外銷日本，可以說是當時香港

重工業的奇葩，在香港的出口貿

易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七十年代

礦場的停產標誌著香港重工業正

式式微。現時馬鞍山礦場遺址內

大部份的建築物經已倒塌，僅存

選礦廠及坑道，是馬鞍山礦場的

重要歷史遺存，見證著礦場過往

的繁盛發展，同時馬鞍山礦場的

沒落亦見證了香港工業由重工業

轉移到輕工業的發展過程。

另一方面，馬鞍山礦場吸納了不

少南下香港的華人，這批南下的

華人在礦場工作，並在附近搭建

寮屋聚居，漸漸形成一個小規模

的華人社區。這一個華人社區隨

著礦場的結束而消失，現在山上

只剩下少數老礦工定居，以及部

份教會建築物及礦場遺跡。馬鞍

山礦場內華人的工作及生活片段

實在是戰後華人南下的生活寫

照，有關馬鞍山礦場的遺存可以

讓人緬懷戰後華人南下香港謀生

及生活的辛酸史。

1 其他香港已開採的鐵礦散佈於大嶼山沙螺
灣、大埔墟、大埔滘、狗肚山、城門水
塘西南側及大帽山，但是上述鐵礦的礦
物資源不多，據香港大學地理學和地質學
系考證，馬鞍山礦場是香港唯一一個具有
經濟價值的鐵礦。載自彭琪瑞︰《香港礦
物》，香港，市政局，1979年，頁5。

2 包括沙田針山及大嶼山沙螺灣的鎢礦、打
鼓嶺蓮麻坑的鉛及鋅礦以及大嶼山銀礦灣
的鉛及銀礦。

3 大公洋行礦場主任余榮業先生口述歷史，
轉載自沙田區議會︰《馬鞍山風物誌，鞍
山歲月》，香港﹕沙田區議會，2003年，
頁23。

2.3.1馬 鞍 山 礦 場

2.3礦場及有關歷史建築的文化意義

以下對礦場及有關歷史建

築的文化意義評估，是

參考了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古物古

蹟辦事處對歷史建築物評估的準

則而進行。這些準則包括歷史價

值、建築價值、組合價值、社會

價值及罕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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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鞍山礦場的建築價值

馬鞍山礦場的遺址包括露天採礦

場、礦洞及坑道、選礦廠遺址及

機房遺址等有助了解整個採礦過

程，對於了解香港礦業發展是一

個非常重要的例子，並有助說明

香港工業歷史的一個重要階段。

當中的選礦廠及礦洞遺址更能展

現出礦場當年在開採技術上的一

大突破，說明引入日本先進技術

的重要交流。礦山上的宗教建築

群則是因應礦工的需要而建成，

其位置在礦工所居住的地方，成

為礦工主要的活動中心，有助說

明礦工的生活情況。

馬鞍山礦場的組合價值

馬鞍山礦場是為採礦這種特定用

途而建成的一個整體建設，而

240ML礦洞、110ML礦洞及選礦

廠分別代表了整個採礦過程中的

採礦、輸礦及選礦的部分，三者

與整個礦場有著非常重要的組合

價值。同時，礦業是香港罕有的

重工業，馬鞍山礦場更是這項重

要工業的罕有例證。除此之外，

礦場與天主堂建築群及信義會恩

光堂更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見

證著馬鞍山礦業發展與礦工生活

的一段重要歷史，而三者都能完

整地保存下來，組成了一個獨特

的人文景觀，有著非常重要的組

合價值。

馬鞍山礦場的社會價值

馬鞍山礦場吸引了大量南遷的華

人於馬鞍山聚居，大部份居民工

作艱苦，薪金微薄，居住環境惡

劣，是戰後香港草根階層居民的

生活縮影。同時，他們按不同的

籍貫聚居，反映了當時香港戰後

南遷居民的聚居模式，因言語不

通而按不同的方言聚族而居，因

而在一個社區內形成了不同的方

言社群。

馬鞍山礦場的罕有程度

礦業是香港工業史上較為罕有的

工業，馬鞍山礦場則見證了香港

礦業的發展，在香港重工業發展

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礦場繁盛

時期吸納了大量因避難而從內地

南下的華人，他們在礦場內工作

並因言語不通而按不同的方言聚

族而居。同時，礦場吸引了天主

教及基督教教會前來宣教，建立

起教堂、學校和診所等社區設

施，出現了一個圍繞著礦場而形

成的獨特社區。現在礦場遺址

內僅餘選礦廠遺址、240ML及

110ML礦洞的外牆、天主堂建

築群及信義會恩光堂等等歷史遺

址及建築物，加上其環境佈局並

未有重大改變，構成了一個完整

的人文景觀，反映出當時馬鞍山

山上華人社區的活動狀況，同時

是現時香港僅存少數能夠同時反

映戰後華人謀生及生活狀況的建

築群。此外，亦是礦場建築物及

結構的罕有例子，因而應予以保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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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ML及110ML礦洞外牆的歷史價值

240ML及110ML礦洞分別是五十及六十年代興

建的坑道，肩負起兩個不同時期的礦場運輸工

作。240ML礦洞是第一批挖掘的礦場坑道，礦場的

開採模式由以往的露天開採轉為地下開採，標誌著

採礦技術的突破發展。而110ML礦洞的興建則代表

了礦場輸送技術的改良，同時亦見證著礦場產量的

提升。由此可見，兩者均推動著採礦技術的進步，

可謂礦場發展的里程碑。

240ML及110ML礦洞外牆的建築價值

240ML礦洞及110ML礦洞均是礦場的重要建設之

一，其外牆標誌著礦洞出口的位置，是礦場的地標

之一。其功能對於整個礦場具有重要的價值，並有

助了解整個採礦過程。

240ML及110ML礦洞外牆的組合價值

240ML礦洞及110ML礦洞是礦場地下開採過程中的

核心建設，標誌著該位置的外牆與整個礦場遺址有

著非常高的組合價值。同時，110ML礦洞是配合選

礦廠的位置而建，其洞口外牆的位置最能夠直接地

表現出與選礦廠之間的地理關係。配合其作為主輸

礦隧道的功能，110ML礦洞的外牆在整個採礦過程

中充當著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

馬鞍山選礦廠遺址的社會價值

馬鞍山選礦廠遺址是馬鞍山礦場建築物的其中一個

僅存部份，是代表馬鞍山礦場的重要標誌物，同時

象徵著馬鞍山一地曾經是香港礦業發展的龍頭。

馬鞍山選礦廠遺址的罕有程度

馬鞍山選礦廠遺址是現時礦場其中一個僅存部份，

代表著馬鞍山過往曾出現繁盛的採礦工業。同時該

遺址更是香港現存少數，甚至是唯一一個能夠代表

香港礦業興盛發展的遺址，讓公眾能夠窺探到當時

香港金屬礦業的發展盛況，因此該遺址極為罕有。

馬鞍山選礦廠遺址的歷史價值

選礦廠是馬鞍山礦場的重要組成部份，所有

出口的礦石都必須經過選礦廠的篩選階

段，其興建大大提升了礦場的礦物質素及產量，為

礦場帶來革命性進步，見證著礦場過往的繁盛發

展。

馬鞍山選礦廠遺址的建築價值

選礦廠屬於功能主義的建築，其功能對於整個礦場

具有重要的價值，並有助了解整個採礦過程。

馬鞍山選礦廠遺址的組合價值

選礦是整個採礦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馬鞍

山選礦廠與整個礦場遺址有著非常高的組合價值。

2.3.2馬 鞍 山 選 礦 廠 遺 址

馬鞍山礦場選礦廠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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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ML及110ML礦洞外牆的社會價值

240ML及110ML礦洞代表了馬鞍山礦場於五十及六

十年代的革命性進步過程，是香港礦業發展中的重

要部份，標誌著先進採礦技術引進香港，象徵著香

港礦業及重工業的革新及進步。 

240ML及110ML礦洞外牆的罕有程度

240ML及110ML礦洞是香港現存絕少數的礦洞遺

存，同時象徵著香港採礦業的技術改進，富有革命

性的價值，因而極其罕有。

2.3.3240ML及110ML礦洞的外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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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堂建築群的歷史價值

天主堂建築群的建立見證

了天主教教會於國共內

戰後在香港的繁盛發展。國共內

戰後，傳教士未能在中國繼續其

傳教事業，因而南下香港，並在

新界建立大量聖堂，積極向當地

居民宣教。馬鞍山的天主堂建築

群正是在這個歷史背景下建立

的，見證了天主教在這個時期廣

為傳播的現象。

此外，這個建築群更是香港唯一

一個以礦場工人及其家人為服務

對象的天主教建築群，其發展與

馬鞍山礦場的興衰有緊密關係，

使礦工及其家人得到心靈和精神

慰藉，貢獻良多。該建築群與信

義會恩光堂在馬鞍山上形成一個

獨特的宗教文化圈，為礦工及其

家人服務近五十年，與山上居民

的生活息息相關。

天主堂建築群的建築價值

天主堂建築群採用了統一的現代

建築風格，各建築物均盡顯其簡

潔實用的特色。這種建築風格於

香港五十年代開始流行，而天主

堂建築群正代表了這時期香港所

建的具現代風格的建築。同時，

作為宗教建築，天主堂建築群亦

盡顯教堂的特色，例如天主堂的

空間佈局、歌德式的尖拱、及富

天主教色彩的裝飾等。天主堂更

是香港小型教堂的典型例子。該

建築群擁有不同功能的建築，在

香港眾多教會建築群來說屬於非

常完備，是一個有相當規模的天

主教建築群。1再者，整個建築

群並未經歷重大的改動，非常完

整地保存下來，原貌得以保持。

而整個建築群位於礦山之上，現

時被一片樹木及山脈所圍繞，倍

添了整個環境的和諧氛圍。

天主堂建築群的組合價值

天主堂建築群的各建築物均採用

同一現代建築風格，達致整體上

的一致性及和諧的風格﹔更可貴

的是整個建築群仍十分完整，表

現出該建築群極具組合價值。而

天主堂建築群與馬鞍山礦場的發

展關係密切，與礦工的生活更加

息息相關，對於整個礦區佔著一

定的重要性。除礦場外，天主堂

建築群與恩光堂同時代表了早期

宗教團體對礦工的慈惠事業，三

者都完整地保存下來，有著非常

重要的組合價值。

1 香港一般的教會建築群通常包括教堂及學
校，比較大規模的還會有神父樓、辦公
室，最大規模的更會有修道院和醫院等，
可見天主堂建築群的設施相當完備。

2.3.4天主堂建築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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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堂建築群的社會價值

馬鞍山山上的天主堂建築群包括

了聖堂、學校、操場、修道院

及診所，形成一個甚具規模的教

區，為居民提供宗教、教育、醫

療等不同的社會服務，照顧了礦

工以及老弱婦孺在生活上的須要

以及精神上的慰藉，是構成馬鞍

山山上社區的重要部份。

天主堂建築群佔地甚廣，是馬鞍

山礦場一帶的重要地標。現時該

建築群已停止運作，馬鞍山礦場

附近的民居部分亦已倒塌，天主

堂建築群內的現存建築物則成為

緬懷聖若瑟堂以至馬鞍山礦場發

展的重要見證。

天主堂建築群的罕有程度

天主堂建築群的建立和結束與馬

鞍山礦場的興衰是有緊密連繫。

礦業在香港工業史上是一個比較

罕有的工業，而天主教建築群是

香港唯一一個主要以礦工為服務

對象的天主教組織，可見該建築

群曾為香港其中一個較為獨特的

社群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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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若瑟小學校迴廊柱身出現嚴重裂痕 天主堂(聖若瑟堂)內已倒塌的牆壁

此外，由於交通不便，馬鞍山礦

場的居民甚少離開馬鞍山，天主

堂建築群就成為居民主要的活動

場所以及社會設施，是礦場內不

可分割的一部份。同時，雖然建

築物較簡樸，但整個建築群在香

港屬於有相當規模的天主教建築

群，而且整體也能保存下來，在

香港屬罕有。

天主堂內的神父樓



遠眺天主堂(聖若瑟堂)



信義會恩光堂的建築價值

恩光堂是香港於五十年代現代風

格建築的典型例子。該建築簡單

樸實，反映出早期教會的經濟貧

乏，主力救濟礦工的情況。同

時，恩光堂並未經歷重大的改

動，完整地保存下來，原貌得以

保持。

信義會恩光堂的組合價值

恩光堂的建立與馬鞍山礦場的發

展關係密切，對於整個礦場佔著

一定的重要性。除礦場外，恩光

堂與天主堂建築群同時代表了早

期宗教團體對礦工的慈惠事業，

三者都完整地保存下來，有著非

常重要的組合價值。

信義會恩光堂的歷史價值

信義會恩光堂的建立見證

了基督教宣教士在五十

年代由中國南下到香港宣教的歷

史。基督教宣教士於國共內戰後

離開中國到其他地方從事教會事

業。其中部份宣教士南下香港，

在香港各地繼續其宣教事工。美

國豫中信義差會教士就在此時由

中國調駐馬鞍山，向山上居民宣

教，促使基督教教務在香港的發

展。

此外，信義會恩光堂是香港信義

會在香港自建的第一所禮拜堂，

於其教會歷史上寫下重要的一

頁，同時為香港信義會在香港發

展踏出重要的一步，為其後基督

教香港信義會的成立奠定基礎。

信義會恩光堂致力為馬鞍山山上

的居民服務，是山上社區的重

要組成部份。在馬鞍山礦場結束

後，信義會恩光堂仍然為教友服

務，雖然其服務對象及性質有所

改變，但是其服務精神仍然在山

上傳承，見證著礦場以及該區宗

教事業的發展。

信義會恩光堂的社會價值

恩光堂在馬鞍山從事福音工作近

六十年，在馬鞍山礦場及其附近

的社區擔任重要的角色，與天主

教聖若瑟堂組成一個甚具規模的

宗教文化圈，促進了基督教在馬

鞍山地區的傳播。

恩光堂至今仍然維持局部開放，

延續著基督教的服務精神，標誌

著基督教在該區的貢獻。

信義會恩光堂的罕有程度

信義會恩光堂是第一所由香港信

義會自建的教堂，對教會的發展

有歷史性的意義。礦業在香港工

業史上是一個比較罕有的工業，

而恩光堂是香港唯一一個主要以

礦工為服務對象的基督教組織，

可見該建築群曾為香港其中一個

較為獨特的社群服務。此外，由

於交通不便，馬鞍山礦場的居民

甚少離開馬鞍山，恩光堂就成為

居民主要的活動場所以及社會設

施，是礦場內不可分割的一部

份。

2.3.5信義會恩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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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計劃概念總綱



3.1礦場及有關歷史建築的詮釋

根據國際保育原則《詮釋與展示文化遺產憲

章》(The ICOMOS Charter for the In-
terpret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Cultural Heri-
tage Sites)，文化古蹟詮釋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之目的在於透過一切可實施行

動以提高公眾對文化古蹟的體認及理解，其原則有

七︰1

1. Interpretation and presentation 
programmes should facilitate physical and 
intellectual access by the public to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詮釋方案必須促進公眾接近文化古蹟及對其知

識作出理解。）

2. Interpretation and present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evidence gathered through  
accepted scientific and scholarly methods 
as well as from living cultural traditions.

（文化古蹟的詮釋必須以科學、學術方法並從生

活文化傳統搜集得來的證據為根據。）

3. The Interpret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should relate to their 
wider social, cultural, historical, and natural 
contexts and settings. 

（文化古蹟的詮釋必須與其更廣闊的社會、文

化、歷史及自然環境及背景作出聯繫。）

4. The Interpret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must respect the basic 
tenets of authenticity in the spirit of the Nara 
Document (1994).

3.1.1文化古蹟詮釋之目的及原則
（詮釋必須尊重1994年《奈良真實性文件》內有

關文化古蹟真確性的原則。）

5. The interpretation plan for a cultural 
heritage site must be sensitive to its  
natur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with  
social, financial,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mong its central goals.

（文化古蹟的詮釋方案必須顧及其所屬的自然及

文化環境，以達致社會、財政及環境可持續發展

之中心目標。）

6. The interpret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must be the result of 
meaningful collaboration between heritage  
professionals, host and associated  
communitie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文化古蹟的詮釋必須為保育專家、相關社區及

人士和持份者充分合作所得之成果。）

7. Continuing research, training, and 
evaluation are essential components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a cultural heritage site.

（持續研究、培訓及評估對文化古蹟的詮釋均為

必要的元素。）

馬鞍山礦場遺址及有關歷史建築的詮釋方案將會以

合乎以上原則為大前提，恰當地運用各種可行的展

示方式以提高公眾對礦場及有關歷史建築的認知，

詮釋方案會附以相關實例說明。

1 The ICOMOS Charter fo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10 Apri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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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建築特色、文化意義及價值，透過展板、模

型及有關文物的展示、影像播放、遊戲及講座等

不同的方式表達內容。不同展區設有不同主題，

務求有系統地清晰帶出礦山的文化內涵。展覽館

設計詳情見3章3節(3.3)「礦山公園展覽館主題展

示及設計」。

b) 小冊子
 由礦場主題公園營辦者製作簡單易明的小冊子，

並於礦山公園訪客中心及展覽館派發予遊客，主

要內容包括公園簡介、公園地圖及參觀路線等。

對於一個歷史遺址或建築的詮釋主要有兩個

部分，分別是詮釋其遺址本身的建築或結

構及其文化內涵。就香港礦山公園的詮釋，我們有

以下建議︰

1. 遺址本身的詮釋
 馬鞍山礦場遺址，如110ML運輸坑道及選礦廠

等，皆是以往礦場的重要組成部份﹔其他還有馬

鞍山村、平安橋、天主堂、聖若瑟小學校及信義

會恩光堂等，以及過去的礦工生活區。這些重要

遺址，引證了當年採礦歷史及礦工艱苦生活情

況。這些都應成為香港礦山公園的主要內涵，以

真實的歷史遺址訴說歷史。如何保存及展示這些

遺址，正正就是詮釋中重要的一環。

 我們會就礦場的文化意義對這些遺址的復修作出

建議，包括建築物的復修程度、新建部分的設計

概念及擬用建築材料等。除此之外，計劃會視整

個礦山為一個完整的文化景觀，從而作出保育建

議，更會帶出環境保育概念，讓參觀者親身體會

及認識礦場昔日的情況，並能認識環境保育的重

要性。

2. 文化內涵的詮釋
 除現存的礦場遺址及歷史建築外，有關馬鞍山礦

場及香港礦業的現存資料，包括有關物品及文

獻、舊照片、舊報紙、各博物館的館藏、礦工的

口述歷史及教會的紀錄等，亦會被用作參考及分

析，以強化展示文化內涵，讓參觀者有一個深刻

的參觀體驗，並達致教育之目的。建議詮釋方式

有以下幾種︰

 a) 主題式展覽
 主題式展覽為最有效及詳盡的詮釋方式之一。就

建議的礦山公園而言，透過主題式展覽可以具體

及有效地展示馬鞍山礦場及有關歷史建築的歷

3.1.2礦 場 遺 址 及 有 關 
歷 史 建 築 詮 釋 方 式 

美國Soudan Underground Mine State Park小冊子
(圖片來源︰ http://files.dnr.state.mn.us/outdoor_activi
                    ties/state_parks/soudan_underground_
                    mine/mine_tour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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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展示板
 在不危害礦場遺址及有關歷史建築之景觀及價值

的情況下，於適當的戶內外位置豎立展示板作介

紹遺址及歷史建築之用。展示牌內容可包括文

字、 相關歷史圖片及地圖等。

e) 導賞團
 導賞團一般由礦場主題公園營辦者自行定期及依

時舉辦，由經培訓的導賞員帶領公眾依序參觀公

園景點，沿途詳細講解景點相關知識。

台灣煤礦博物館戶外展示板
(圖片來源︰http://www.cards.twmail.net/moulourail/ 
 coalminemuseum/index.htm)

美國The Olander Park System Fossil Park礦石體驗區 
(圖片來源︰http://traceysolomon.wordpresscom/
 2007/08/21/a-rockin-good-timefossil-hunting)      

f) 錄音導賞
 如公眾想自由參觀，亦可選擇錄音導賞，透過輕

巧及容易使用的錄音器材於指定景點收聽有關錄

音。這些錄音可以透過旁述、口述歷史訪問或模

擬短劇形式播放，務求以清楚易明及富趣味的方

式表達合適內容。

美國The Adventure Copper Mine礦洞導賞團 
(圖片來源︰http://greatlakesgazette.wordpress.com/
 2009/07/15/mining-their-own-business/)      

美國Copper Queen Mine礦洞導賞團
(圖片來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Copper_Queen
                    _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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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訪客中心
 訪客中心一般設於礦場主題公園入口或附近範

圍，除提供各項照顧性質的服務予遊客之外，訪

客中心是理想派發小冊子及提供有關資料的地

方。

h) 網頁
 大勢所趨，現時大部分礦場主題公園都會製作專

用網頁，利用互聯網作宣傳。就建議的礦山公園

而言，部分網頁內容可輯錄部分展覽館展示內容

簡介馬鞍山礦場及有關歷史建築等。

台灣煤礦博物館網頁(上及下)
(圖片來源︰http://www.coalmine.com.tw/)

台灣黃金博物園區遊客服務中心(上)，遊客可以在內索取園區
小冊子(中及下)
(圖片來源︰台灣黃金博物園區小冊子)

台灣菁桐礦業生活館網頁
(圖片來源︰ http://www.jingtong.com.tw/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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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親身體驗
 設置體驗區或遊戲區能讓公眾親自動手挑選礦

石，從而增加對礦石的認識及興趣。



3.2礦山公園整體佈局建議、配套設施建議及周邊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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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 山 公 園 休 憩 設 施

礦山公園之建立除了可以增加訪客對香港礦

業及馬鞍山礦場的認識，另一重要主旨在

於符合作為公園之目的 ― 提供一個方便舒適的

休閒地方予訪客享用。就礦山公園整體而言，在不

危害礦場遺址及有關歷史建築之景觀及價值的情況

下，建議於合適之處設置涼亭、座椅及洗手間等 
休憩及實用設施。

3.2.2礦山公園配套設施建議

礦 山 公 園 通 道

除主要行車幹道已落實改建為更寬闊的雙程行車道

路及行人路之外，其餘連接主幹道與個別景點之間

的通道亦需要細心規劃，因就現況而言，從主幹道

進入240ML礦洞、110ML礦洞、選礦廠及露天採礦

場的通道全為陡峭不平的小山路，若不改善此等通

道素質，會對訪客參觀造成不便。

礦 山 公 園 環 境 美 化 ― 杜 鵑 花 路

杜鵑花貴為「馬鞍山」三寶之一。香港礦山公園擬

設「杜鵑花路」，即在接連景點的主幹道兩旁，種

植不同品種的杜鵑花，讓遊客在遊覽香港礦山公園

同時也能欣賞杜鵑花的美態，認識馬鞍山的地區特

色。

礦山公園內建議提供涼亭及座椅等設施以方便訪客參觀

現時連接礦山公園主幹道與個別景點的小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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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鵑花可作點綴未來礦山公園主幹道兩旁之用，為公園營造更

優美環境 。 
(圖片來源︰http://zh.wikipedia.org/wiki/
                   File:Rhododendron_hongkongense02.JPG；
                   攝影者︰cychk)

說明
馬 鞍 山 村 路 改 善 工 程 路 段
(只作示意之用；真實受影響
路段範圍以政府圖則為準)

0 100 200 400m

訪客中心

停車場

實地遺址參觀

馬鞍山郊野公園管理站

建議興建:

展覽館及餐廳

露天藝術及休憩區

停車場 

露天採礦場觀景台

營地、工作坊

選礦廠遺址
110ML礦洞

信義會恩光堂

天主堂建築群(聖若瑟堂)

露天採礦場

240ML礦洞

建議重修/重建電動車車軌，並利用

電動車連接選礦廠遺址至110ML礦洞

3.2.1礦山公園整體佈局建議



3.2.3礦 山 公 園 周 邊 景 點

馬 鞍 山 郊 野 公 園

馬鞍山郊野公園於1979年設立，佔地二千八

百八十公頃，與西貢郊野公園及獅子山郊

野公園連接，在馬鞍山上形成面積遼闊的旅遊康樂

地帶。由於將來的礦山公園主幹道會經過馬鞍山

郊野公園範圍，訪客可以一併遊覽。郊野公園設有

燒烤爐，四周更設有行山徑及郊遊徑，加上風景優

美，空氣清新，相信會成為不少訪客假日消閒的好

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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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 平 及 大 金 鐘 風 景 區

昂平及大金鐘風景區位處馬鞍山郊野公園。昂平設

有觀景台讓遊客俯瞰西貢市和西貢內海全景，天朗

氣清時可遠眺西貢海全貌。大金鐘高536米，在昂

平高原上如金字塔般拔地而起，甚有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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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礦山公園展覽館主題展示及設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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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其中一種最有效的詮釋方式，興建礦山

公園展覽館目的在於展現礦山公園特別之

處，同時讓訪客有反思的機會，喻教育於娛樂。展

覽館主題建議包括以下六方面︰ 

1. 地質

2. 馬鞍山礦場與香港

3. 採礦業與環境

4. 岩石礦物

5. 馬鞍山礦場遺址及歷史建築

6. 自然風物（包括「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馬鞍

山三寶、化石）

3.3.1礦山公園展覽館主題建議

就以上建議之六大主題，礦山公園展覽館可

大約分為以下多個展區︰

1. 全球礦山開採歷史及目前狀況

2. 香港地質概況

3. 馬鞍山礦區的地質概況

4. 馬鞍山礦場今昔

5. 礦場心臟  ― 馬鞍山選礦廠

6. 別有洞天 ― 240ML及110ML礦洞

7. 礦工生活點滴

8. 小礦山上的大型教會建築群 ― 天主堂建築群

9. 礦山上的小教堂― 信義會恩光堂

10. 採礦業與環境保護

11. 「天外天」―  露天採礦場

3.3.2礦 山 公 園 展 區 建 議

3.3.3礦 山 公 園 展 覽 館
主 題 展 示 方 式 建 議

就以上提及個別的展覽館展區，以下有特定

展示方式之建議，希望能適當地將有關內

容充分展示︰

針對地質概況之詮釋

建議利用剖面圖、剖面模型及多媒體方式解釋不同

地質之形成過程，更可附以礦石及化石標本予訪客

欣賞。

針對礦洞及礦工生活之詮釋

展示舊照片能夠直接反映礦洞從前情況及礦工於洞

內工作的情形。倘若240ML及110ML礦洞不能開

放，可以考慮於展覽館內按礦洞真實比例複製部分

礦洞與礦工塑像模型以模擬礦洞內情況，讓訪客在

較貼近真實環境下體驗礦洞空間，更重要是訪客可

將此景與參觀遺址時所見的連繫起來，加深印象。

3章3節第4部分(3.3.4)「展覽館設計」會簡介部分

以上提及的展示方式。無論最終採用那種方式，均

建議盡量展示真品及以「貴精不貴多」為原則去決

定展品多寡。這樣，展覽館便可與礦場遺址相互配

合並互補不足，全面詮釋馬鞍山礦場之價值。

位於石壟仔的「石頭叢林」
(圖片來源︰沙田區議會)

馬 鞍 山 石 林

馬鞍山石林其實是位於石壟仔的「石頭叢林」。一

提到「石林」，人們都很自然地會聯想到雲南石

林。馬鞍山石壟仔的「香港石林」，比起那些舉世

聞名的旅遊景點規模雖小，但對於香港這個彈丸之

地來說，也是一個大自然神奇的奉獻。

在石壟仔西南的山坡上，有一片天然形成的石塊堆

集區，這片灰色石塊堆積區夾在鬱鬱蔥蔥、林木繁

茂的山坡上顯得格外醒目。石林內寸草不生，奇石

林立。石頭在這裏交錯架迭，險象環生﹔有的像怪

獸，有的像恐龍，有的像烏龜，有的像蜥蜴。石壟

仔一帶不僅是一個非常好的岩石地質及地形地貌觀

察點，也是一個令人心曠神怡的旅遊休閒和遠足登

山的好去處。山坡上那片灰色石林顯得神秘莫測，

引發人們深入觀察和探索的慾望﹔山上的山坡到處

怪石林立，引人遐想。

遍山都是有着趣怪形態的石頭(由上至下)︰
爬山的烏龜、鱷魚的大嘴巴、石海獅、親吻的烏龜

48  香港礦山公園研究計劃及建議 



3.3.4 展 覽 館 設 計 建 議 

礦山公園展覽館設計可參考兩大類實例，分

別為透過活化舊建築和新建成的展覽館︰

1. 活化舊建築
 將一些與礦業有關的展覽館設於昔日採礦區內經

活化的舊建築之中。馬鞍山礦區現存的遺址，

包括天主堂建築群及信義會恩光堂均能作活化再

用的考慮，其展示的方式可以國際間的實例作參

考。其設計基本上以能真實地呈現原來遺址的部

分為原則。

實例參考︰台灣菁桐礦業生活館

菁桐礦業生活館位於台灣台北縣平溪鄉菁桐村菁

桐街113-115號，原屬台灣鐵路平溪支線鐵路終

點 ― 菁桐站閒置廢棄之員工宿舍，基地面積約

1169平方米，總樓面面積約287平方米（一樓面積

約140平方米，二樓面積約147平方米），於2005
年1月27日成立，為一間記錄菁桐坑聚落百年發展

的生活館。菁桐坑聚落，包括本鄉薯榔、白石、菁

桐三村曾是台陽煤礦最大採煤礦區，早期礦業興盛

時，該聚落人口即達六千餘人，目前人口約一千餘

人，保留了許多的礦坑遺址、礦業文物。

菁桐礦業生活館一樓為常設館，介紹平溪鄉天燈、

煤礦、鐵路、瀑布、壼穴等自然人文景觀特色及旅

遊景點資訊，並將菁桐百年歷史發展、礦業文化等

作詳盡介紹﹔二樓則為礦業文物採礦作業展示館及

特展館﹔側館一樓為禮品區，二樓則設有多功能放

映室及演講（研習）廳。1

由廢棄鐵路員工宿舍活化而成的台灣菁桐礦業生活館外觀(上) ；
生活館二樓礦業文物採礦作業展示館及特展館展覽品(中)及生活
館一樓的戶外咖啡屋(下)
[圖片來源︰http://forestlife.info/Onair/258.htm(上及下)；
 http://www.jingtong.com.tw/p1-3b.asp(中)]

1 菁桐礦業生活館。檢索於2009年10月8日。
網址︰http://www.jingtong.com.tw/index.htm

台灣菁桐礦業生活館一樓常設館展板及佈局(上及下) 
(圖片來源︰http://forestlife.info/Onair/2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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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建展覽館
 舊建築的活化再用或多或少會受到古蹟遺址本身

的限制，如可供展覽的面積，或因安全理由而需

要限制公眾可前往參觀的地方等，新建設的展

覽館因而可補足這些限制。除了能提供更大的空

間作不同的展覽外，亦能容納其他配套設施，包

括辦公室、洗手間及餐廳等。其設計會盡量以減

低對整個歷史環境的影響並與現存遺址兼容為原

則。

 實例參考︰台灣黃金博物館

 黃金博物館是位於台灣台北縣瑞芳鎮金瓜石金光

路8號黃金博物園區內的新建博物館，用以介紹

館址附近地方的採礦歷史及關於黃金的知識。博

物館有兩層，一樓以九份、金瓜石一帶的採礦歷

史以及相關礦業文物為展示主題，內容包括坑道

模型、斜坡索道圖說、礦業器具與礦工用品、戰

俘營等，二樓則以黃金為主題，介紹黃金在歷

史、文化、藝術、科學等不同範疇上的角色及用

途。1

1 黃金博物園區，檢索於2009年10月8日。
網址︰http://www.gep.tpc.gov.tw/

台灣黃金博物園區黃金博物館外觀(上)；博物館一樓與九份、
金瓜石一帶採礦歷史有關的礦業文物展覽品(中上)、展板(中
下)及礦工採礦塑像模型(下)
(圖片來源︰ http://forestlife.info/slide/s2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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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山公園重要節點設計及部分場景恢復建議3.4
以下就馬鞍山選礦廠遺址、240ML及110ML

礦洞、礦山公園露天休憩區、露天採礦場

觀景台及由天主堂建築群與信義會恩光堂活化而成

的營地及工作坊提出設計建議或場景恢復重點︰

採用保護(preservation)的保育方法，對既有

遺址進行適當的清理及保護工作，以保存

甚至提升其價值。對於現已消失的遺址部分，並不

建議將其重建，相反可利用特別的詮釋方法，例如

將相關的歷史圖片放大，並放於與拍攝圖片成同一

視線的遺址範圍內，讓遊客在遺址現場透過圖片與

遺址實際情況作對比，感受其變化。

3.4.1馬 鞍 山 選 礦 廠 遺 址
現今很多與礦業有關的主題公園及景區，其

中主要賣點均為礦洞體驗，遊客可以透

過導賞團或自己親身走進部分礦洞內參觀。礙於

240ML及110ML礦洞能否開放仍然存疑，以下就這

兩種情況提出與保育原則相符之共同及個別建議︰

共同建議

1. 如結構工程師分別對240ML及110ML礦洞洞口作

出結構測試後認為有需要鞏固洞口，工程可在不

危害礦洞外牆景觀及價值的情況下進行。

2. 拆毀堵塞240ML礦洞方形混凝土入口及110ML礦

洞入口的磚牆。

 註︰該磚牆是因安全理由而設立，防止一般人士

進入。

3. 整理兩個礦洞入口。

4. 清除240ML礦洞方形混凝土入口上的塗鴉及雜

草。

5. 根據實際情況舖設行人通道貫通兩個礦洞與公園

的主幹道。

6. 根據結構工程師對現存電動車車軌的架空天橋橋

墩作出的結構評估，重修或重建電動車車軌，為

遊客提供電動車服務以連接選礦廠遺址至110ML
礦洞，能增加遊客參觀的樂趣之餘，亦能讓遊客

親身遊歷當年其中一條運輸鐵礦的路線，加深對

採礦過程的認識。

3.4.2 240ML及110ML礦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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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選礦廠遺址現場適當位置擺放歷史圖片能讓訪客直接了解選
礦廠的過去與現在的情況
[圖片來源︰《馬鞍山風物誌︰鞍山歲月》，p.19(上)]

個別建議

如礦洞可以局部開放︰

1. 以不危害礦洞及其外牆景觀及價值的情況下鞏固

240ML及110ML礦洞內外。

2. 採用修復(restoration)方法，將礦洞還原至原本

狀況，240ML礦洞在修復後可局部開放予遊客直

接入內參觀；至於110ML礦洞，則可重鋪運輸軌

道及復原橋樑，尋找與當年運送礦石的同型號電

動運礦車接載遊客。遊客可於訪客中心購票，乘

坐運礦車到110ML礦洞參觀，緬懷礦埸的昔日歲

月。

如礦洞未能開放︰

1. 利用合適的照明系統照亮洞口，讓參觀者較容易

於240ML及110ML礦洞口觀看洞內情況，照明系

統設計及安裝需要諮詢機電工程師、照明系統專

家及保育專家之建議。

2. 更換兩個礦洞入口的鐵閘，其設計以不妨礙參觀

者觀看洞內情況為大前提。

3. 根據從前實際情況於洞外重鋪運輸軌道及擺放曾

經用作運送礦石的機動車輛作實物展覽。

實例參考︰黃金博物園區內本山五坑

黃金博物園區內的本山五坑為其園區參觀的重要景

點之一。為了使遊客進入坑道作親身感受，園區特

意重新整修本山五坑坑道，並開放部分區段成為坑

道體驗區。坑洞內設有塑像模擬當年採礦過程，洞

外軌道上亦擺放了盛載了礦石的車卡。1

1 黃金博物園區，檢索於2009年10月8日。
網址︰http://www.gep.tpc.gov.tw/

台灣黃金博物園區本山五坑外觀(上)；坑道內部(中)及坑道內
模擬從前礦工工作的塑像(下)。透過語音導賞，遊客對礦工在
坑道內工作的情況有初步的了解 。
(圖片來源︰ http://forestlife.info/slide/s2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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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山公園展覽館旁邊空地將會用作露天休憩

區，除基本設施例如涼亭、座椅之外，建

議擺放以下項目以提升休憩區層次︰

1. 擺放於馬鞍山礦場內找到的大型礦石樣本，讓遊

客認識礦石種類，增加教育意義。

2. 邀請石刻藝術家利用礦石製造大型雕塑，以藝術

角度展現礦石予遊客欣賞。

3. 邀請鑄鐵藝術家鑄造鐵製藝術品，以藝術方式表

現礦石經提煉及加工後的製成品。

4. 從國內引進採礦的機器及工具等，務求以實物展

示有關礦場的採礦狀況，加深遊客體驗。

正如3章3節第3部分(3.3.3)「礦山公園展覽館主題

展示方式」所提及，在露天休憩區擺放的藝術品應

盡量以真品展示，而藝術品數目亦宜「貴精不貴

多」。

3.4.3 礦 山 公 園 露 天 休 憩 區

藝術品實例參考︰英國雕塑家Coral Lambert在2006年於英
國展出的金屬藝術品(上)及其位於美國Lincolnwood Sculp-
ture Park的金屬與石材混合的藝術品(下)
(圖片來源︰http://www.corallambert.com/resume.htm)

藝術品實例參考︰尼古拉•貝杜(Nicolas Bertoux)位於意大利康提雕塑公園(Chianti Suculpture Park)內的白色意大利大理石雕
塑。(圖片來源︰ Sculptures, Recent Works by Cynthia Sah and Nicolas Bertoux Installed in Public Spaces in Europe and 
Asia,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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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安全理由，訪客未必可以親身走進馬鞍

山礦場的露天採礦場作實地參觀。倘若如

此，建議於礦山公園參觀路線末端設立觀景台，讓

遊客遠眺露天採礦場風景。其實，露天採礦場的設

計可以非常大膽，只要對露天採礦場以及整個馬鞍

山礦場的價值及環境不構成任何負面影響便可。

實例參考︰北京首雲鐵礦公園礦坑觀景台

首雲鐵礦公園位於北京，是中國少數的礦場主題公

園之一，更是中國唯一的鐵礦作業與主題旅遊同步

實施的礦場，除礦業博物館、鐵礦工廠及礦區主題

建築之外，亦設有住宿、餐飲及娛樂設施。1

公園其中一個主要景點為礦坑觀景台，遊客可以俯

瞰76米深的露天礦坑。

3.4.4 露 天 採 礦 場 觀 景 台

1 首雲鐵礦公園，檢索於2009年10月8日。
網址︰http://www.lvyou100.com/Scene/jdindex.aspx?SID 
           =14450

2 The Grand Canyon Skywalk, Retrieved on October 8, 2009,  
Web Site: http://www.grandcanyonskywalk.com/.

實例參考︰美國大峽谷「天空步道」

位於美國大峽谷科羅拉多河4000尺以上的天空步

道(Grand Canyon Skywalk)，是一個設計成U字

形的懸臂式觀景走廊，底部以玻璃建造，遊客可

站在玻璃走廊上觀賞大峽谷的壯麗景色，挑戰極

限。2

美國大峽谷天空步道(Grand Canyon Skywalk)(上至下)
(圖片來源︰www.washingtonpost.com)

北京首雲鐵礦公園露天礦坑(上)及礦坑觀景台(下)
(圖片來源︰www.peop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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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的天主堂建築群由數幢建築物組成。考

慮到建築物種類、佈局及其附近空曠用地

的佔地面積，加上與信義會恩光堂結合，這個宗教

建築群很有潛質活化成為營地及舉辦工作坊之地，

同時可以彰顯建築群整體的建築、歷史及社會意

義，並以實景展示當年礦工生活的點滴，從而帶出

於礦山內的社區發展及其社會價值。

天 主 堂 （ 聖 若 瑟 堂 ） 及 信 義 會 恩 光 堂 經 修 復

(restoration)後可以恢復舉行宗教活動，更可以租

予有需要人士進行婚禮或其他宗教儀式。至於在天

主堂建築群及信義會恩光堂附近一些經已荒廢的礦

工舊民居，建議一併予以保存(preservation)，逐

一將它們的位置記下，讓訪客直接登門參觀，並透

過恰當的詮釋方式向訪客於民居現場作簡單介紹。

各項建築修復計劃及細節須諮詢保育專家意見後才

可作決定。

活化實例參考︰鯉魚門公園及渡假村

鯉魚門公園及渡假村位於香港柴灣，前身為鯉魚門

軍營。隨軍營於1980年代末期停用，十數幢位於

軍營南面，現被列為一級至三級的前軍營建築物

改建為鯉魚門度假村的營舍、辦公室及活動中心

等1，現提供最多282人入住。2

3.4.5 營 地 、 工 作 坊 活化實例參考︰

香港神托會基督教靈基營暨生命退修中心

香港神托會基督教靈基營暨生命退修中心位於香港

沙田頭村及秦石村之間的小山丘上，營地其中兩座

兩層高的紅磚建築物曾用作警署，建於1924年。

警署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遷出，而兩座新建建築物

於戰後興建。營地曾於1960年代成為基督教靈基

學校及幼稚園，直至1980年代才提供宿營服務予

兒童及青少年，3現提供超過81個宿位。4

1 Lei Yue Mun Park and Holiday Village, Retrieved on 
October 28, 2009,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under Wikimedia Foundation, Inc., 

 Web Site: http://en.wikipedia.org/wiki/Lei_Yue_Mun_Park_
and_Holiday_Village.

2 鯉魚門公園及渡假村。檢索於2009年10月28日。
網址︰http http://www.lcsd.gov.hk/camp/b5/p_lymp.php.

3 沙田區文物徑簡介，檢索於2009年10月28日。
網址︰http://qcrc.qef.org.hk/webpage/19984196/1/stheritag-
etrail.html.

4 香港神托會基督教靈基營暨生命退修中心簡介，檢索於2009年10月
28日。網址︰http://highrock.stewards.org.hk/hrmain.htm.

鯉魚門公園及渡假村內其中一座前軍營建築
(圖片來源︰http://www.fotop.

net/hongwong/LYMPHV/
CIMG0057)

香港神托會基督教靈基營暨生命退修
中心內其中一座紅磚歷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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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亦建議保留天主堂附近一帶的寮屋，這些寮

屋都是整個人文景觀的其中一個重要元素。

3. 短期建議―改善視覺環境

 現時的馬鞍山礦山因多年以來的荒廢，現已雜草

叢生，廢物處處，大大破壞了礦山遺址一帶的視

覺環境；同時，隨意生長的植物更會對現存的遺

址及歷史建築的結構造成損害。要好好保護現存

的遺址，應先著手處理現場的廢物及隨意生長的

植物問題，改善四周的視覺環境。

4. 中期建議―對礦山遺址進行地質及環境評估

 馬鞍山礦山鐵礦儲藏豐富，礦物岩石的種類凡

多，對於擬建的礦山公園是彌足珍貴的資源，應

該得到適切的保護；另外，當年採礦對環境所造

成的後遺症，如滑坡問題、礦洞的結構安全等，

都對該處構成危險。我們建議應對礦山遺址進行

詳細的地質及環境評估，從而作出相應的保護；

對於滑坡問題，亦應加以監察，以確保環境安

全；至於礦洞的結構問題，應研究重新開放的可

行性，豐富遊客在礦山公園的體驗，並讓昔日礦

洞內的採礦環境真實地呈現出來。

5. 長期建議―修訂礦區土地用途

 現時礦區的土地用途被劃作「綠化地帶」。其實

礦區除自然景觀外，礦山遺址及有關建築亦佔著

很重要的部分，我們建議政府將其土地用途修訂

為「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讓這些香港獨特

的遺址及歷史建築將來有活化及發展的機會。

6. 長期建議―改善礦區道路及交通

 現時整個礦區內某些位置並未舖設道路，遺址之

間亦缺乏妥善的連接。我們建議應改善礦區的道

路及交通，以便遊客參觀，並研究重建昔日連接

選礦廠至110ML礦洞的架空電車，既能改善交通

又能增加遊客遊歷的趣味。

4.1建議

馬鞍山礦場曾是香港一個重要的礦物產地，在過往

香港經濟發展中佔有重要地位，同時礦場亦反映出

該區的社會及文化狀況，並見證著香港在二次大戰

後南下華人的謀生歷史。礦場及其附近建築物大部

份已殘破倒塌，現在僅存選礦廠遺址、240ML及

110ML礦洞的外牆、天主堂建築群及信義會恩光

堂等歷史遺址及建築，它們沒有因為城市的發展而

消失，反而形成了一個富有歷史、建築、社會、經

濟及文化價值的群體，向我們細說著當年礦場的發

展，以及礦工及其家人的生活和謀生狀況，同時亦

見證教會在山上的慈惠事業，在香港歷史上極具意

義和價值。有見於馬鞍山礦場遺址的價值，若將其

發展成為礦山公園，不僅能有效地保護該遺址，更

能提供一個地質地理科普及古蹟保育教育的重要基

地，以及成為大眾的旅遊觀光與休閒的好去處。

若將馬鞍山礦場發展為香港礦山公園，對於礦場遺

址的處理及未來礦山公園的營運模式，我們有以下

建議。

處 理 馬 鞍 山 礦 場 遺 址 的 建 議

1. 短期建議 ― 對礦山遺址進行文物評級

 礦山遺址對於香港有著重要的文化意義，建議政

府應對於礦區內尚存的古蹟進行評級，並視整個

礦區為一個文物環境去進行保護。

2. 短期建議―保護現存的遺址及有關建築

 建議政府對礦區現存的遺址，包括選礦廠及天橋

橋墩遺址、240ML及110ML礦洞的外牆、天主堂

建築群及信義會恩光堂等歷史遺址及建築應給予

即時的保護及適當的維修，以免進一步的損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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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建 議 將 馬 鞍 山 礦 場

發 展 成 為 香 港 礦 山 公 園

7. 長期建議―為礦山遺址撰寫修繕指引

 根據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ICOMOS)所通過及修

訂的《布拉憲章》(Burra Charter)第8條：

 
Conservation requires the retention of an 
appropriate visual setting and other re-
lationship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place. New construc-
tion, demolition, intrusions or other changes 
which would adversely affect the setting or 
relationships are not appropriate.

 [維護要求保留對於地方文化重大意義有所貢獻

之一種適切的視覺場域與其他之關係。對於場域

或其他關係有不利影響之新建、拆除、介入或其

它之改變，並不適切。

 註：視覺場域特質可能包括利用、擇址、體積、

形式、比例、特色、色彩、質感與材料。其它關

係如歷史關聯可能對於地方詮釋、與經驗有所貢

獻。]1

另外，跟據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中國國家委員會所

制定的《中國文物古蹟保護准則》第24條：

必須保護文物環境。與文物古蹟價值關聯的自然和

人文景觀構成的文物古蹟的環境，應當與文物古蹟

統一進行保護，必須要清除影響安全和破壞景觀的

環境因素，加強監督管理，提出保護措施。2

就是次對於馬鞍山礦場的研究及以上兩條條文，我

們認為整個馬鞍山礦場為一個文物環境的整體，有

著重要的文化價值，應予以適當的保護。同時應就

礦場的歷史建築遺址撰寫修繕指引，進行適當的復

修，並對於該遺址有歷史、建築及社會關聯的地方

1 傅朝卿翻譯及導讀，《布拉憲章1999》。見網址︰http://ccnt1.
cute.edu.tw/cprc/CONSERVATION%20GUIDELINES/NEW/布拉
憲章.pdf.

2 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中國國家委員會，《中國文物古蹟保護准
則》，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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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加以適切的詮釋，從而讓整個馬鞍山礦場的文化

意義能具體地、有效地展現出來，並讓該文化能得

以傳承，教育下一代。

未 來 礦 山 公 園 營 運 模 式 的 建 議

我們建議礦山公園的營運模式採用公私合營，活化

古蹟模式來建立並營運礦山公園，由政府邀請有興

趣團體提交計劃書。公園內可容許旅遊、餐飲和康

樂設施，以增加計劃的財務可行性。

上述建議的靈感，主要來自現存的礦場遺址與自然

資源，各項構思只需配合研究和搜集所得的資料，

便可具體實行。各項發展建議並不涉及龐大複雜的

建築工程，只需興建配合該處環境的建築群便可。

這樣不但能保持馬鞍山礦場原來的風貌，所需成本

也相對較低。

工作小組建議採用以下的發展模式 :

1. 由政府負責設計、興建及管理有關設施 

2. 「公私合營‧活化古蹟」模式興建及管理

由政府邀請有興趣團體提交計劃書，並由政府斥

資委託慈善機構/團體/私營機構設計、興建及管

理有關設施。公園內可容許旅遊、餐飲和康樂設

施，以增加計劃的財務可行性。

3. 由私營機構自資設計、興建及管理

 由政府訂明必須提供的核心設施，並邀請私營機

構自資發展及管理有關設施，以供市民使用。為

增加工程計劃的商機，私營機構可在徵得政府

同意後，就設施收取營運費或進行有關的商業活

動，例如收取入場費、經營茶座和售賣紀念品等 

4. 由慈善機構/團體斥資興建、經營及管理

由政府訂明必須提供的核心設施，並邀請慈善機

構/團體集資發展；待設施落成後，交由慈善機

構/團體轄下的非牟利組織經營及管理，以供市

民使用。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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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很多人都知道，馬鞍山是一個背山面

海，風光秀麗，適合居住的新市鎮。可

是，在馬鞍山上曾經有過香港最大的工業礦山的歷

史事實，卻隨著新市鎮的不斷發展，漸漸地被人淡

忘。

香港的礦物資源稀少，主要開採的礦物有鐵礦、鎢

礦、石墨、高領土、石英等，大部分礦物蘊藏量並

沒有大規模開採的經濟價值，然而馬鞍山磁鐵礦卻

是一個例外，礦產資源在20年代已被發現和開採，

至戰後開始有長足的發展。據當年日本派駐馬鞍山

鐵礦場的工程師小林隆之先生表示，戰後的日本對

鋼鐵的需求量很大，對於當時的日本而言，馬鞍山

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採礦源。1950年代，馬鞍山鐵

礦場在引入日本採礦機械、技術及鐵道系統後，成

就了大規模工業化採礦的繁榮景象，為香港的社會

和經濟作出貢獻。至1976年礦場結束，它隨即進

入歷史，徒留荒廢礦場。

為記錄這段歷史、維護香港鐵礦業的相關文物、史

料及器具等，沙田區議會在2001年起，開始對馬

鞍山鐵礦場進行資料搜集和研究，在廢礦場內收集

了很多文物，部分交由香港文化博物館收藏；另外

亦先後出版了《礦業興衰》（2002）及《鞍山歲

月》（2003）兩本書刊。時日如飛，為書刊提供

寶貴口述資料及文物的礦場經營者及技術員，包括

余榮業先生、潘瑞禧先生及小林隆之先生，已相繼

辭世。謹借此一角，向幾位先驅致敬。

昔日的礦洞心臟位置110ML及240ML坑道口仍保持

完整的外貌，以及隨著礦業發展而建立的天主堂、

聖若瑟小學校及信義會恩光堂，都是極具歷史意義

及建築特色的文化遺產。環顧周邊地區，鐵礦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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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尚有不少具觀賞及教育價值的自然資源，是馬

鞍山的另一特色面貌。自然資源包括︰馬鞍山礦區

的矽卡岩形成了香港最為複雜多變的礦物組合，享

有「香港岩石礦物天然博物館」的美譽；馬鞍山是

香港其中一個重要的古生物化石原產地，曾出土大

量古生代多門類古生物化石；古籍中記載，馬鞍山

有「三寶」（礦石、杜鵑及黃麖）；橫跨馬鞍山、

牛押山和吊手岩等地的「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等。

在接近一個世紀後的今天，馬鞍山鐵礦工業雖然已

失去了昔日的風采，但散落礦場內的遺址與事物，

仍充滿著歲月的回憶。以上種種，獨立成章，互相

呼應，構成了一個具發展潛力的畫面，可發展成一

個適合親子同樂、戶外教學的礦業、歷史、生態公

園。本年度，沙田區議會在前期的研究基礎上，邀

請香港中文大學建築文化遺產研究中心，著手研究

改造當年的礦場，以及發展周邊的自然風物，進一

步規劃為「香港礦山公園」，公開讓大眾參觀。經

歷歲月的磨洗，遺址在缺乏保護下逐漸變得殘破，

最終將會只剩頹垣敗瓦。對馬鞍山礦場遺址的保育

工作實在是刻不容緩，為此，我們希望政府能夠

盡快將馬鞍山礦場遺址進行歷史建築評級、保育、 
規劃及發展，以保護這片珍貴的人文景觀。

沙田區議會

文化、體育及社區發展委員會

地質公園工作小組召集人

 楊祥利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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