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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香港仔街坊福利會社區服務中心

可持續



決定重返南區。他永不會忘記1980年5月1日這天，他

在同一天內，同時考獲工程師牌照、長子出生及成功申

請南區居屋漁暉苑。他們的青蔥歲月、風華正茂之年都

在南區渡過。

 1980年代，鴨脷洲大橋與香港仔隧道先後啟用，

大大理順了南區的交通流動，私人屋苑和公共房屋諸如

香港仔中心、鴨脷洲邨及漁暉苑相繼入伙。在1976至

1986這10年間，住戶數目由近30,000戶升至60,000

戶，南區逐漸成為大家安居樂業的好地方。

坊會70周年誌慶

文：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講師郭錦洲博士

 步入1980年代，香港仔社區迎來多項急速變化，香港仔坊會也因此肩負起不少的新責任。

 就以人口來說，香港仔在1961年僅約有30,000居民，但來到1981年，社區人口已急增3倍，

居民人數高達120,000。此長彼消的，還有香港仔灣頭的漁船數目，由1960年約2,500艘降至

1985年約1,100艘。以上數字正好反映出昔日被譽為「本港四大漁港之首」的香港仔，漁業正漸

漸萎縮，卻又不致於完全消失，而外來及年輕人口急增，也為區內帶來新景象。在這個急變時

代，坊眾有什麼服務需要呢？香港仔坊會又如何緊貼時代步伐，開展適切服務呢？

從偏遠到歸屬

 香港仔位處港島西南，在1980年代前，居民主要依靠薄扶林道往來中上環，他們稱之為「出香港」，當時是

「不得了的大事情」；但對於當年居於彩虹的前總幹事，現任坊會及社會服務名譽顧問黎志棠先生和居於葵涌的前

職員李鳳春姑娘來說，他們都樂意山長水遠「入來」香港仔坊會工作，現在回想，同樣覺得不可思議。黎先生憶述

當年返工風塵僕僕，記憶猶新，「最記得坐7號車上班，如果坐車頭位置，一到薄扶林，大風一吹，捲起什麼？人家

丟下的煙頭和煙灰啊！那時在公共巴士是可以吸煙的⋯⋯眨眼間便43年了！」李姑娘起初為兼職職員，每天工作僅4

小時，交通卻花上3個半小時，但為了實踐工作志趣，她就這樣開展了服務坊會39年的緣分。

 有人視服務南區為一生志業，也有人決定在南區落地生根。坊會社會服務前

管理委員會主席，現任策略及發展委員會主席之許湧鐘先生在1972年搬入華富

邨，視自己為南區人，一直見證南區的變化。約在1978、79年之交，他攻讀大學

之餘兼職夜校老師。有一晚，課堂只上了一半，有學生突然急著說，要馬上離

校，原來他們的家園—停泊在香港仔海傍的住家艇失火。現任管理委員會主席陳

理誠永遠會長自1966年搬入田灣居住，中學畢業後搬離南區，出外謀生，婚後又

許湧鐘先生

198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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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家樂社」舉辦的歡慶活動，鼓勵全家上下一同參與。

香港仔大道一帶舊貌。

鴨脷洲大橋未擴闊路面前之舊貌。

決定重返南區。他永不會忘記1980年5月1日這天，他

在同一天內，同時考獲工程師牌照、長子出生及成功申

請南區居屋漁暉苑。他們的青蔥歲月、風華正茂之年都

在南區渡過。

 1980年代，鴨脷洲大橋與香港仔隧道先後啟用，

大大理順了南區的交通流動，私人屋苑和公共房屋諸如

香港仔中心、鴨脷洲邨及漁暉苑相繼入伙。在1976至

1986這10年間，住戶數目由近30,000戶升至60,000

戶，南區逐漸成為大家安居樂業的好地方。

回應社區所需服務多元化

 隨着大量人口遷入、年輕人組織家庭，坊會屬下社

會服務在1981年成立「家樂社」的家庭互助組織。該社

以家庭為單位，組織諸如旅行、宿營等活動，推行家庭

生活教育，尤鼓勵為人丈夫和父親者投入和參與家庭活

動。正是在這機緣下，陳誠理主席經太太鼓勵參與「家

樂社」活動。日子久了，他認識了坊會工作，也認識理

事，彼此關係加深，隨後應邀加入坊會。從偏遠到歸屬

 香港仔位處港島西南，在1980年代前，居民主要依靠薄扶林道往來中上環，他們稱之為「出香港」，當時是

「不得了的大事情」；但對於當年居於彩虹的前總幹事，現任坊會及社會服務名譽顧問黎志棠先生和居於葵涌的前

職員李鳳春姑娘來說，他們都樂意山長水遠「入來」香港仔坊會工作，現在回想，同樣覺得不可思議。黎先生憶述

當年返工風塵僕僕，記憶猶新，「最記得坐7號車上班，如果坐車頭位置，一到薄扶林，大風一吹，捲起什麼？人家

丟下的煙頭和煙灰啊！那時在公共巴士是可以吸煙的⋯⋯眨眼間便43年了！」李姑娘起初為兼職職員，每天工作僅4

小時，交通卻花上3個半小時，但為了實踐工作志趣，她就這樣開展了服務坊會39年的緣分。

 有人視服務南區為一生志業，也有人決定在南區落地生根。坊會社會服務前

管理委員會主席，現任策略及發展委員會主席之許湧鐘先生在1972年搬入華富

邨，視自己為南區人，一直見證南區的變化。約在1978、79年之交，他攻讀大學

之餘兼職夜校老師。有一晚，課堂只上了一半，有學生突然急著說，要馬上離

校，原來他們的家園—停泊在香港仔海傍的住家艇失火。現任管理委員會主席陳

理誠永遠會長自1966年搬入田灣居住，中學畢業後搬離南區，出外謀生，婚後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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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親力親為，為小朋友解決功課問題。

盧愛好女士

黎志棠先生

 隨着區內年輕家庭數目及出生率遞升，坊會也開始加

強以小朋友為對象之服務，如開辦兒童興趣班、功課輔導

等。李姑娘憶述，早期的社會服務，十分重視社工和義工

本身有甚麼「個人技能」而盡展所長，即所謂的“ Use of 

Self＂。她有替人補習的經驗，於是她便開辦功課輔導班；

有義工懂得彈結他，便負責開設民歌組。除了教授中、

英、數、常等科目外，她也定期為組員組織戶外活動，如

小組旅行等。她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帶領一群小朋友到淺

水灣燒烤，小朋友都十分興奮，表示從未嘗過這種燒烤樂

趣，在當時物質匱乏的年代，小朋友得到坊會內的大哥

哥、大姐姐引領去遊玩，已是他們童年歲月中印象最難忘

的人生回憶。

 1986年，南區是一個朝氣勃勃的社區，區內的年輕

居民（14至25歲）約有60,000之眾，佔了整個南區人口的

25.1%。為了服務這群年輕人，坊會在1978至1986年間，

先後成立穎社、青峰、義青、藍鷹、征途、思藝廊、青蘋

果及銀河8個青年義工小組，協助中心推行社區服務之

餘，並致力開拓青年視野、發展所長。及至1991年，坊會

更在華貴邨開辦了一所華貴青少年中心暨閱覽室，服務區

內年輕人士，中心隨後更添置大型健身器材，聘任專業教

練指導參加者鍛練身體，保持身體健康。隨着服務落地生

根，這中心後期更發展成為維珍社區健康促進中心，服務

推廣至更多不同年齡層的坊眾。黎先生認為，這些設備和

服務足可媲美坊間一般有質素的健體中心水平，惟坊會的

服務目標是「草根的普羅大眾都可以參與」，鼓勵一家大

小齊齊做運動。

 人稱「師姐」的盧愛好，自1978年起在坊會

教授青少年跆拳道，學員的訓練場地遍及區內多

處，如坊會舊社區中心天台、淺水灣、以至水塘

道，都是學員跑步操練的場所。問起她教授中最

難忘的往事，她說每次晚上下課後，一群「後生

仔女都會找黎先生，一齊去飲涼茶，吃糖水」，

「師姐」憶述，那家舖頭名字叫「三樣好」，若

去光顧該鋪，大家都會急忙進食，不會嘆慢板，

「因為當時仍用傳呼機，家長們會打上台留言

問，『點解你上完課半個鐘頭仲未返啊？』」黎

先生笑言，年輕人家住南區，約晚上10時半前便

可安抵家門，但他家住九龍，回家時已過了深夜

11時半。但正因為這些寶貴時光，年輕人與坊會

社工之間漸漸建立起珍貴的情誼，培養出大家對

坊會的歸屬感。

坊會70周年誌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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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年輕人而設的「南區義工發展訓練

課
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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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與政府之間的溝通橋樑

 隨着香港仔的各方面發展，區內艇戶數字卻隨年

月下降，如在1982年，香港仔避風塘內尚有住家艇645

艘，但10年後卻只剩下79艘，艇戶人口亦減退約10

倍，其中，按年跌幅最大的要數1986年。當年12月，

鴨脷洲避風塘內艇戶遭逢祝融之災，又因火燒連環船之

故，災民多達1,700多人，坊會本著「患難相扶」的宗

旨，努力協助救災工作，也協調災民遷入南區兩個臨時

房屋區，以解災民住宿之急需。

 隨歲月流逝，成為大家歷史記憶的，還有區內的

寮屋和臨時房屋。為服務這群坊眾，坊會於1986年在

南風道臨時房屋區開設南風道社區發展隊，服務上址以

至毗鄰的4條鄉村（即黃竹坑徑村、新圍村、舊圍村及

南風上村）內約4,500位居民。及至1994年，港府清拆

黃竹坑徑村和南風臨時房屋區時，南風道社區發展隊便

致力協助居民申請上樓和遷往新居所。曾任南區區議會

主席的許湧鐘先生憶述，在寮屋清拆過程中，最困難的

工作是先要弄清楚地權，而前線社工的幫助同樣十分重

要，這絕不單只是協助填寫表格的工夫。實際上，社工

需要加入無限細心和關懷，首先了解居民所需，向其講

解當中涉及權益，並按此向政府爭取遷徙安排。由於發

發展

展隊早已札根當地，故深得居民信任。時任南區民政事

務專員，現任坊會社會服務名譽顧問的陳梁夢蓮女士憶

述，坊會社工在當年擔當起十分重要的角色，成為居民

和政府間的溝通橋樑。她記得在當年，居民對官員一直

存有戒心，但「坊會同事出手，居民比較信任」，「例

如搬去那區、或者選甚麼樓，不喜歡那些坐向，很多這

類要求，我們能做到的都盡量安排，讓居民安居樂

業。」坊會社工在前線接觸居民，她在背後協助和推

動，遷居計劃因此順利和圓滿解決。

 除了寮屋清拆外，陳太在不同工作環節內，也常

常接觸到坊會，「印象中（一般）街坊會比較守舊，不

太『貼地』及工作手法老舊；但我覺得香港仔坊會確實

不同⋯⋯她很了解居民之需要，能為他們提供適切服

務。尤其南區的坊眾，並不容易得到所謂『出香港』的

服務，因為每次你出去都要長途跋涉，去到政府部門才

獲得所需服務。所以在南區，香港仔坊會就能補充政府

的不足，這是十分重要的。」正因為對坊會社工留有良

好印象，當陳太和許先生接獲黎先生邀請參與坊會工作

時，他們都立即答應，樂於共事，此後大家便一起攜

手，服務區內坊眾。

在連場火災侵襲下，南區艇戶日益減少。

南風道社區發展隊開幕禮

清拆南風道臨時房屋區時，坊會致力協助受影響居民。

南風道一帶寮屋區舊貌

陳梁夢蓮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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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根社區³力求進步

 1976年，坊會在社會服務中心大樓落成啟用後，

即開設3個主要部門，分別為小組工作部、社區工作部

和圖書館，歷年來，坊會一直為南區坊眾提供完備的文

娛及康樂活動場所。

 步入1991年，因應坊會服務多元化，地方不敷應

用，坊會遂有擴充社會服務中心大樓之意，由原來的3

層半擴建至5層。陳理誠先生稱，因這擴建計劃牽涉龐

大資金，坊會必需謹慎行事，單要決定如何擴建、先籌

款後實行、還是先定計劃然後再進行籌款呢？箇中牽涉

問題十分複雜。當時，坊會最大的捐獻者為香港賽馬會

慈善信託基金，而她決策之先需要考量一份十分詳細的

計劃書，當中要清楚呈現建築圖則，並解釋新增服務項

目等，「我當時邀請了一位則師朋友幫助，現在他是本

會名譽顧問，畫了一套圖則，與馬會講解完立刻拍板成

事，告知可以“Go ahead＂，我們頓時心安。」憶述前

事，陳先生仍喜形於色。

總部大廈擴建工程動土禮。

擴建前之圖書館已是居民溫習、進修的好去處。

擴建前之禮堂是居民重要的康樂場所。

陳理誠先生

坊會70周年誌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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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原在華貴老人中心工作的李鳳春姑娘憶述，她當

時被調往新開辦之賽馬會黃志強老人社區服務中心，協

助籌辦工作，包括處理各房間的用途、廚房佈置、廚

具、洗衣機等各工具增置的細節，過程中都需要她和同

事親力設計和籌措，「我最印象深刻的是當時添購的工

業用洗衣機，十分大座，最初內置入廚房時，由於尚未

完全裝修及添置設備，故完全沒有問題，但後期需要維

修就無法取出維修呢！」，她憶述前事，籌辦過程中每

一環節都感到非常吃力，但依賴同事們齊心合力，終順

利完成擴展計劃，並讓南區居民因此受惠。時至今天，

這段回憶仍給了她很大的滿足感。

 及至1993年，大樓擴建工程完成後，為坊會服務

帶來甚麼轉變呢？據陳理誠先生憶述，擴展大計完成

後，坊會能提供的服務與之前相比，可說是「天與地」

之別。他舉例說，大樓內的賽馬會黃志強老人社區服務

中心，其實是當時南區唯一的多元化老人社區服務中

心，內有飯堂、洗衣、沐浴、家務助理、社區教育、康

樂及個人輔導等多元化服務，可說是區內先軀。一如過

往，這些老人設施和服務，正是坊會回應區內居民所需

的舉措。回顧當年，坊會已察覺南區正面臨人口老齡

化，如在1986年區內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約為17,000

人，佔整區人口約7%；但到了1996年，已倍增至

30,000多，佔區內總人口11%。如何為區內坊眾提供一

套完善的老人服務，正是坊會當務之急。

發展

總部大廈改建後煥然一新，並能提供更多服務予南區居民。

賽馬會黃志強老人社區服務中心為區內長者提供更全面服務。

李鳳春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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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俊雄先生

坊會70周年誌慶

時代急變中的坊會發展

 南區歷經的變化，塑造了坊會走過的歷史軌跡。由1980年至

2000年間，坊會工作不斷擴展，坊會職員由8人增至180人，中心大

樓也從3層半擴展至5層，這些變化的推動力，正源於坊會為居民服務

的初心。曾任職社會福利署南區助理福利專員及元朗區福利專員，現

任坊會社會服務名譽顧問的符俊雄先生，憑藉他多年的工作經驗和觀

察，最能夠歸納出香港仔坊會的獨特之處，就在於它同時「具備了地

區性和專業性」。所謂「地區性」是指不少坊會領導和職員，都生於

斯、長於斯，在南區成長，十分熟悉社區事務，能夠與居民坊眾緊密

溝通，明白他們的需要；所謂「專業性」則是指坊會不會固步自封，

一直隨時代轉變，不斷追求問責、檢討工作成效。由是之故，坊會提

供的服務一直與時並進，能夠針對不同年齡層的坊眾，多項服務更設

有評估系統，既可把成效告知政府，也可公開讓大眾參考。誠然，兼

具地區性和專業性，正是坊會能在急速轉變的時代步伐中，與時並進

的動力。在下一期的《南社之音》，我們會探討坊會在2000年後的發

展和使命承傳。

參考資料：

Hong Kong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Hong Kong 1986 by-census : District Board constituency area : population by age.(Hong Kong : the Department, 1986).

Hong Kong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1996 population by-census. Tables for district board districts and constituency areas.(Hong Kong : the Department, 1996).

南區區議會：《一九八二年南區剖析報告》（香港：南區區議會，1982年）

南區區議會：《一九八五年南區剖析報告》（香港：南區區議會，1985年）

南區區議會：《一九八九年南區剖析報告》（香港：南區區議會，1989年）

南區區議會：《一九九二年南區剖析報告》（香港：南區區議會，1992年）

香港仔街坊福利會社區服務中心：《南區靑年社會需要調查報告書》（香港：香港仔街坊福利會，1988年）

香港仔街坊福利會：《香港仔街坊福利會社區服務中心揭幕紀念特刊》（香港：香港仔街坊福利會，1976年）

陳永昌主編：《與時並進 服務社會五十載 1950-2000》（香港：香港仔街坊福利會，2001年）

坊會透過不同評估及研究，使服務得以貼近時代需要。

1997年

1998年
1998年

2000年

2003年

2004年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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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仔坊會AKA

疫情下服務支援
 2020年初，世界各地陸續爆發新型冠狀病毒病，香港亦未能幸免。疫症籠罩下，防疫用品及

清潔用品需求急增，政府亦推出限制社交措施，市民生活模式大受影響。而這些轉變為大部份坊

眾日常生活帶來困擾及不便，長久下去更會損害其身心健康，出現抗疫疲勞。有見及此，本會在

不同團體支持下為有需要人士提供支援，與坊眾齊心抗疫、共渡難關。

以下為本會在疫情下提供的部份支援服務，詳情可瀏覽本會網頁及 Facebook 專頁：

 在疫情爆發初期，口罩及

清 潔 用 品 供 不 應 求 。 幸 好 在

「一罩難求」及搶購潮中，本

會於3月初獲香港賽馬會慈善

信託基金贊助1,000個關懷包。

在職員的努力協助下，除了購

入食物外，更成功購買了逾萬

個口罩及其他清潔用品，並到

戶派發予本會家居支援服務的使用者，讓他們留在家中

仍有足夠物資，避免外出搶購而增加交叉感染的風險。

長者一打開門，看到我們特意送上口罩、麵食、清潔用

品等，滿臉歡欣，然後千恩萬謝，多謝香港賽馬會慈善

信託基金贊助及坊會同事，於疫情期間仍到戶派發關懷

包及防疫物品，讓我感到工作滿有意義。

很開心收到關懷包，派發的口罩質

量很好，能切合需要。

本會家居支援服務隊照顧員

香港仔伍女士

幸好有姑娘上門派發口罩，出外時

可以應急，現在因疫情關係非常難

買到。

真的很感謝馬會及坊會送這麼多食物及口罩等物資

給媽媽，讓她可以於覆診時作應急之用。因為平時

要照顧她，我較難長期外出排隊購買口罩、清潔用

品等。

多 謝 馬 會 及 坊 會 送 了 這 麼 多 物 資 給 我

們，共渡疫情，希望姑娘們也可以身體

健康。

漁光村黃女士

華富邨王女士

海怡黃女士

社工用心為長者介紹
關懷包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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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在疫情期間，保持家居環境衞生至為重要，但是獨

居及體弱長者未必有能力自行清潔家居，而低收入家庭

亦可能因購買清潔用品而承受經濟壓力。本會獲香港賽

馬會新冠肺炎緊急援助基金贊助，於2020年4月至6月

期間推行了「清潔我居．防『逆』南區」計劃，派發清

潔用品福袋及防疫資源愛心包各600個予南區共200戶

長者及低收入家庭，同時為當中最有需要的90戶人士提

供深層家居清潔服務，讓他們能安心在家，無須擔心病

毒匿藏家中角落。

 計劃除了提供清潔服務，更透過本會轄下之就業服

務提供轉介服務，讓消毒公司聘請因疫情而失業的中青

年人士，負責計劃中的清潔及消毒工作。在轉介過程

中，就業服務使用者了解到噴灑消毒塗層之技術及行業

知識，亦能重新投入貢獻社會，實在獲益良多。計劃不

但改善了長者及低收入家庭的衞生環境，更提供了就業

機會，達致雙贏局面。

 自2020年2月份起中、小學因疫情關係而停課，中

心亦暫停對外開放。為增加與坊眾的接觸，本會轄下賽

馬會綜合服務處分別透過Facebook、Instagram、Zoom、

Live直播、Whatsapp等不同途徑進行了多元化的網上活

動，當中包括「同你一齊Live」、「抗疫抗悶之周五一

片」及「社區快閃隊」等，希望即使中心無法開放，仍

能滿足坊眾的需要。

 此外，服務處亦舉辦了多項輕鬆簡單的親子活動，

促進親子間彼此的溝通，並讓兒童能在家學習，充實自

己。活動以「停課不停學—在家輕鬆學」為主題，當中包括「玩轉星期一

Live」、「防炎抗悶動動手」、「防炎抗悶‧親子動動食」及「家長Relax 

Zone」4個單元節目，以影片及直播形式介紹不同手工藝及創意料理。活動

既能吸引兒童學習不同技能，同時亦可讓家長有放鬆的機會，從而以更正面

的心態面對疫情。

 疫情於5月底稍緩，中、小學於6月陸續復課，中心亦製作了宣傳短

片，以輕鬆風趣的方式分享預備重返校園的小貼士。總括中心自2月至6月

學校停課期間共舉辦了86節網上活動，總瀏覽人次逾2,800。

職員透過Zoom與兒童進行「家中收賣佬」
遊戲。

受惠家庭表示福袋及愛心包十分實用。 接受商業電台「同途有心人」訪問。

計劃為有需要長者及家庭進行深層家居清潔服務。

社聯頻道訪問QR Code

親子合力完成創意料理並分享製成品。

職員透過拍攝科學實驗影片，
讓兒童在家亦能開心學習。

如有興趣收看各網上活動，可瀏覽以下網址：

https://www.instagram.com/aka_jcisc/channel/?hl=en

https://www.facebook.com/akajcisc/9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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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社區學院僱員再培訓課程　

讓學員提升職場競爭力
 疫情肆虐已逾半年，嚴重打擊香港經濟，各行各

業正值嚴冬。不少中小企業相繼倒閉，僱主裁員、減

薪潮湧現，不少僱員亦無奈被迫長期放取無薪假，為

他們帶來沉重的經濟及心理壓力。本會轄下持續及成

人進修社區學院作為僱員再培訓局的委任培訓機構，

積極開辦就業掛鈎、通用技能以及技能提升課程，涵

蓋美容、資訊科技、語文運用及健康護理等，希望藉

此提升學員的職場競爭力，即使面對現時的就業困境

仍能好好裝備自己，重新上路。

 「花店實務及花藝設計助理基礎證書」為其中一

項就業掛鈎課程，當中提供課堂實習機會，讓學員掌

握花束及花籃製作、櫥窗佈置以及花店營運知識。阮

同學及陳同學為此課程第11期學員，並已於本年7月

中旬完成課程。談及對於課程的看法及修畢課程後的

出路，兩人滔滔不絕。「我打算完成課程後一展所

長，從事兼職花店店務員！」阮同學自信滿滿地說。

縱使阮同學已離開職場多年，但對於投身花藝行業的

志向十分堅定，並計劃在適應兼職工作後改以全職發

展。陳同學就以「魔術手」形容導師的手藝，在學員

眼中看似平平無奇的花藝作品，經她修飾後作品都煥

然一新，過程啟發了陳同學的藝術觸覺：「起初我以

為插花很容易，但導師教授了不同場合，如婚禮、節

日、葬禮等的佈置技巧，令我眼界大開，獲益良

多！」此課程同時設有「個人素養及求職技巧單

元」，兩人都認為透過課堂分組活動不但能提升溝通

及合作技巧，更可掌握製作履歷要訣、求職面試技巧

等。在學院多方面的協助培訓之下，學員皆有信心能

渡過目前逆境，在職場中脫穎而出，開展新一頁。

如欲進一步了解上述課程，歡迎致電2518 0978或

親臨香港仔舊大街64-70號海洋大廈地下報名。

於個人素養及求職技巧單元中，學員透過分組活動提升溝通及合作技巧。

學員完成花束設計習作後充滿成就感。

10



香港仔大道180號B
180B Aberdeen Main Road, Aberdeen, Hong Kong

如 台端不欲繼續收到/改以電郵收取本刊物，請在適當方格內

加上   號，並填妥有關資料，寄回香港仔大道180號B「南社之

音編輯委員會收」。

□ 本人不欲繼續收到《南社之音》，請日後停止寄發。

□ 本人選擇以電郵收取《南社之音》。

會員證編號/團體/公司名稱*：

姓名：                                  聯絡電話：

地址：

電郵地址：

簽署：                                  日期：

*請刪去不適用者

香港仔大道180號B

3550 5566

2580 3871

aka.org.hk

central@aka.org.hk (一般事宜)

LSG@aka.org.hk (整筆撥款津助事宜)

南社之音 香港仔坊會AKA

 出版： 香港仔坊會

 督印人： 溫艾狄

 編輯委員： 許少燕、謝婉儀、梁凱文、溫澤峰、
  陳靖敏、李德盈、胡文軒

印製：3,000份

全港首家茶記 - 漁利泰茶餐廳
 茶餐廳陪伴不少港人成長，同時亦體現了香港中西合壁的特色，可說是香港文化重要一

環。不說不知，原來茶餐廳的發源地就在南區。位於香港仔東勝道的漁利泰於60年代開業，為

全港第一間取得茶餐廳牌照的食肆。漁利泰當年屬中高檔食肆，因為餐廳設有冷氣，並採用柚

木製傢具，裝修頗為精緻。餐廳最大特點是食物多樣化，中菜、西餐、港式快餐、麵包糕餅等

應有盡有。餐廳除了是果腹食堂外，更是漁民的相親勝地，因為它裝潢不失體面，消費又較酒

樓便宜。相親通常由男家點菜招呼女家，兩家人便聊天互相了解，情投意合者更會即場談婚論

嫁，成就美滿姻緣。漁利泰見證著香港仔從小漁村演變成今天繁華

的社區，亦開創了茶餐廳文化的先河。雖然今天餐廳經已結業，但

它的昔日滋味仍讓許多南區人回味無窮。

文：李德盈、胡文軒

資料來自：【南港島線】香港仔擁全港首家茶記　前老闆話當年　現址已變藥房（2016年12月30日）《香港01》

社區探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