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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試過與親友閒聊間，被苦口婆心的勸說要儘早「買磚頭」嗎？「買磚頭」置業或保值絕對

是不少香港人的願望。事實上，有同樣想法的人為數不少，惟香港樓價長年高企，即使近兩

年受疫情衝擊，跌幅依然有限。高樓價造就貴租金，在這個擁擠城市汲汲營營的升斗市民和

基層人士，又可有什麼選擇呢？

南區聚焦

「衣食住行」是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安穩的居所讓人有餘力向上游、往外闖，改善生活。不過，有限的土地供
應、不斷膨脹的人口和投機炒賣的風氣卻讓「有瓦遮頭」都漸漸變得奢侈。根據《全球城市樓價負擔能力報
告》，香港在2021年連續12年高踞全球最難負擔的房地產市場榜首，打工仔須不吃不喝23年才買得起一個住宅
單位1。

「好吧，買不起，那就租吧，不用供樓更樂得輕鬆！」

然而，對於未能受惠於公營房屋、只能依賴私人市場的市民，每月的租金已經壓榨了他們大部份的收入。根據
政府統計處「2019/2020年住戶開支統計調查」2，私人房屋住戶每月開支有44%用於住屋，遠高於公營房屋住
戶的12%。另一方面，小型單位的租盤有價有市，實用面積430平方呎以下單位的租金呎價甚至冠絕其他較大面
積的私人住宅3。當可負擔的住所供不應求，薪金的漲幅跟不上租金的升幅，基層市民就只能愈住愈細，甚至只
能搬進環境欠佳的劏房單位。因此，「公屋上樓」―入住價格低廉且環境理想的公營房屋，仍然是不少基層市
民的目標。

「共居(又稱共住，Co-living)」嚴格來說，就是「夾租」。「共居」主要是由個人和共享空間組成的居住模
式， 住客透過共享空間和資源（例如共用廚房、客飯廳、餐具等），以減低租金和日常開支。同時，住客也
可透過「共居」的居住模式增進彼此溝通交流，互相學習，從而建立人際網絡4。共居生活的提倡者認為，透
過各種共居方式，在維持一定生活質素和住屋尊嚴的同時，人們可以達到不同目標。例如在中環上班的年輕
白領Erik月花上$8,000租住上環的型格服務式共居公寓，目的是擴闊生活圈子和維持生活質素。故此透過共
居，住客除了有所棲身，亦能擴闊社交網絡及提升自我能力。 

「社會房屋 (Social Housing)」是由民間團體主導，並在政府支持下，由不同基金、私人公司、社福機構及社會
企業合力推動的社會運動。社會房屋主要為正長期輪候公屋或居住環境惡劣的基層市民提供可負擔的適切房
屋，而合資格的社福機構成為營運機構後，會向租戶提供社區為本的社會服務，建立網絡及資本，以協助他
們日後在社區獨立生活。單親媽媽阿寶和五歲的兒子珈珈，以低於市價租住非政府組織營運的社會房屋，與
另一個單親家庭同住600平方呎單位，共用客廳、廚房及廁所。阿寶期望能努力儲蓄，
在3年租期過後能脫離貧窮網，自力更生。

香港住屋

房子越小 租金越貴

「共居」？社會房屋？過渡性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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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聚焦

香港住屋
自本港首個社會房屋企業在2010年創立以來，民間組織在政府支持下推動的過渡性房屋計劃(Transitional 
Housing)有如雨後春筍。《2017年施政報告》5更指出，政府會「協助和促成各項由民間主導和推行的短期措
施，增加過渡性住屋供應，以紓緩輪候公屋家庭和其他居住環境惡劣人士的生活困難。」狹小、環境惡劣的
居住環境除了會影響身心健康，造成的壓力或會誘發家庭衝突、暴力等更多的危機。社會迫切需要更多可負
擔房屋為這些家庭提供出路。相比興建公屋，社會及過渡性房屋未必是這個問題最有效的解決方
法，但至少是一個起點，讓有需要的人能喘一口氣，站穩腳步重新出發。

丈夫幾年前工傷後，家中經濟一直很不穩定。但
因為要遷就兒子上學，所以只能在區內搬來搬去，住的地方越
搬越細、越住越差。現在住的劏房天花和牆壁長期滲水發黑，冷氣機去年
已經壞掉但業主一直不理。現在唯有寄望疫情儘快過去，自己能到餐廳兼職幫補家
計，更希望儘快「上樓」。

阿明 

(30多歲，主婦，與丈夫和就讀小學的兒子同住)

我入住「友里居」(社會房屋)前居於寮屋，單位沒有窗戶，
空氣極不流通，亦屬低窪地方，潮濕、漏水事小，最困擾我是寮屋周

圍常有蜈蚣及其他昆蟲出沒，3名女兒都非常害怕。自己面對惡劣的居住環
境且要獨力照顧女兒，感到惶恐不安及身心疲累。入住「友里居」後，我們
一家四口再不用受蛇蟲鼠蟻的威脅，壓力頓減，情緒亦得以改善，又學到新
的技能及認識到新朋友，所以我對新生活充滿盼望。

阿燕

(40多歲，主婦，與就讀小學及中學的3個女兒同住)

我畢業不久就自己搬出來，和幾個朋友合租一個單位。業主加
租，就搬去其他負擔得來的單位，其實頗自由。不過後來

香港的租金越來越貴，負責任的業主也可遇不可求。遇
過幾個無良業主後，原本夾租的朋友都意興闌珊，

有的搬回家中，有的計劃買樓上車。有時真的感
嘆，在香港再不想當樓奴，貴租金也逼得你不

得不考慮置業，省卻租樓的成本和麻煩。

Kyle

(34歲，行政人員)

住在
香港

，我
想說

的是
⋯⋯

文︰梁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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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7年施政報告》第15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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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柱過渡性房屋計劃
專題報導

香港房屋問題嚴峻，據香港房屋委員會於2022年3月公佈的最新數字，一般申請者的平均公屋輪候時間為6.1年，創
下23年來的新高，逼使不少匱乏家庭居住於環境欠佳的劏房。有見及此，香港政府於《2017年施政報告》中倡議過
渡性房屋政策，包括修繕善長慷慨捐出的樓宇，以及使用政府閒置土地來興建單位，並由非政府組織負責興建工
程、樓宇及租務管理，以及為住戶提供社會服務，藉此讓居住於環境惡劣的公屋輪候人士在「上樓」前能有合適的
住所。

在政府支持下，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推出「社會房屋共享計劃」，並獲香港公益金、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業
主、社福機構及社會企業合力推動。計劃為住戶提供過渡性住所，合資格的社福機構成為營運機構後，亦會向住戶
提供社區為本的社會服務，協助他們日後在社區獨立生活。計劃在3年內成功提供逾500個過渡性社會房屋單位。此
外，發展局及運輸及房屋局(下稱運房局)分別於2019年2月及2020年6月，設立10億元及50億元資助計劃，支援非政
府組織的過渡性房屋項目。在《2019年施政報告》中，政府再提出3年內興建10,000個過渡性房屋單位，並於2020
年及2021年兩度上調目標至20,000個，而相關資助金額更增至116億元。可見政府有意大力推動過渡性房屋，並擬
採取即時見效的方針去紓緩基層住屋問題。

為回應社會需要，幫助劏房戶改善居住及生活環境，本會繼於2018年8月推出為期3年之「社會房屋共享計劃－『友
里同行計劃』」後，再於2021年7月向運房局申請撥款，開展「赤柱過渡性房屋計劃」，將前聖公會赤柱小學改建為
一幢3層高的過渡性房屋。本會於同年10月獲運房局推行的「支援非政府機構推行過渡性房屋項目的資助計劃」撥款
2,200萬元，用於該項改建項目，以提供40個過渡性房屋單位和附屬設施。

背景

本計劃將採用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理論及能力為本(Strength-based Approach)
介入模式，讓參與住戶共享空間、互相支援；同時連結住戶及區內團體，發掘
住戶專長，集結不同持份者的力量，建構一個和諧友善、互惠互助的社區。

社會資本着重個體之間的聯繫，以社會網絡形成互惠和互信。社會資本不僅是
個人和社會機構努力成果的總和，更重要是要發揮黏合作用，推動普羅市民與
機構連結起來，協力為社會謀福祉。而社會的資本越多，能動員的資源就越
多，在生活和工作上解決問題的能力就更強。要成功推行計劃，社會資本中的
網絡策略(Networks Strategy)是其中一個有效的介入方法。因此本計劃將協助住戶
建立不同群組之間的網絡，包括住戶與住戶、住戶與社區的網絡，藉以增加彼
此的信任及互惠互助關係，同時亦提升其能力及推動社區持份者共同的參與。

建基於社會資本的理論，本計劃之網絡策
略將包括下列兩個層面：

住戶與住戶之間：
定期舉辦鄰里互助、共享物資等主題活
動，如「佳」坊chat、義工隊等，加強凝
聚、組織及建立住戶之間的網絡；

住戶與社區之間：
透過組織社區匯聚、同里網絡等主題活
動，如社區市集、社區茶座等，邀請區內
居民、社團參與，建立住戶與社區之間溝
通的平台，從而發展為互惠互助之網絡。

計劃理念

本會將改建前聖公會赤柱小學為
3層高的過渡性房屋。

3



赤柱過渡性房屋計劃
專題報導

計劃目標

此外，本計劃亦以能力為本(Strength-based Approach)的方法，發掘參與者的強項，包括個人資源、能力、技能、
知識及潛能等，並鼓勵他們善用強項貢獻社區，讓住戶不會只停留在「受助者」的角色，過程中感受到平等參
與的機會及社區的融合。有關工作將分為個人及社區兩個範疇進行：

透過「互助學堂」等活動，發掘
及發揮不同住戶的專長，如維
修、功課輔導等，鼓勵他們分享
知識及技能，互相交流，並成立
「佳」坊資料庫有系統紀錄有關
資料，以支援網絡工作。

發掘持份者之強項，提升其社區
參與，如連繫商戶、社團，為住
戶提供購物優惠、就業培訓及職
位空缺等服務。

個人：

個人與家庭
發掘住戶的潛力

增強住戶的強項

住戶為社區貢獻技能

環境

社區

社區：

能力為本模式

赤柱過渡性房屋

計劃將於2023年

上旬接受申請，

請密切留意！

本計劃提供可負擔的過渡性房屋單位，以減輕正輪候公屋和居於不適切居所的基層人
士/家庭所面對的困難；同時透過不同持份者的力量，增加居民和社區鄰里之間的聯繫
和支援、建立互助網絡。

目標受惠者
正輪候公屋或居於不適切居所的基層人士/家庭，以下按優先順序列出： 
・ 已申請公屋並已輪候3年或以上之基層人士/家庭；
・ 現正居住於惡劣環境之基層人士/家庭；
・ 有經濟困難或有急切住屋需要之基層人士/家庭。

計劃地點
赤柱佳美道5號―前聖公會赤柱小學

單位數量
本計劃提供40個過渡性房屋單位，每個單位
均配備獨立浴室及煮食空間。

社會資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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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心聲

社區 助網
互

人情 處處
味

洪歡一家四口於2020年入住「友里居」。他們原本居於不足100呎的劏房，
一家多在碌架床上活動：上格床為兒子彎腰做功課的地方；下格床則為女兒
玩耍、母女睡覺及一家用膳的地方。丈夫更因晚上沒有地方睡覺而無可奈何
選擇夜班工作。入住「友里居」後，一家人終於可以過正常生活，丈夫也有
了專屬的「床位」。四口子可以在餐桌用膳，分享生活瑣事，心情逐漸開朗
起來，家庭關係亦變得融洽和諧。

洪歡一家在入住初期及準備「友里居」市集的過程中，更得到其他住戶的照
應，帶領他們認識周邊設施、協助看顧攤檔等，令洪歡感到無比溫暖。在一
點一滴的暖意下，洪歡也變得開朗堅強，更勇敢面對生活的大小難題。

昔日洪歡居住的斗室，
一家的活動空間多在碌架床上。

本機構於2018年8月開展為期3年之「社會房屋共享計劃－『友里同行計劃』」，引用

「共住共生」概念，為正在輪候公屋的家庭提供可負擔的過渡性社會房屋─「友里

居」；同時，讓參與家庭共享空間及建立支援網絡；並連結區內團體參與，藉集結不同

持份者的力量，為計劃參與者建構一個互惠互助的社區，共同建立社會資本。計劃期經

已完結，大部份參加者的生活環境得以改善，心境亦轉變了不少，更重要的是在共建的

互助社區裏能夠繼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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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心聲

玲姐一家原本居於寮屋，生活環境惡劣，加上日久失修，家中大部份位置都出現滲水，下雨天就更為嚴重。
玲姐的夢想就是有一個安樂窩，讓一家四口安安穩穩地生活，不用擔驚受怕。玲姐自遷入「友里居」後，生
活壓力頓減，每天面上都掛着笑容，迎來嶄新的生活，而人情味更是她入住「友里居」後的最大體會。    

入住初期，玲姐獲「友里居」住戶協助處理水電煤的申請，自此家庭之間經常聯絡，互相幫忙。此外，
她參加「華富遊」活動，更獲社區團體帶領行區，認識區內設施、商舖等，玲姐深深感受到來自社區
人士的熱情及接納，讓她與鄰里及社區連結起來。

玲姐亦因此受感染，並以行動回饋鄰居，除了協助其他住戶照顧幼兒及收貨外，還會積極參與義工
服務，例如探訪長者及區內劏房家庭，把自己感受過的關懷及幫助，傳遞予有需要人士，實現互
助的精神，編織起濃厚人情味的社區支援網絡。  

「友里居」為住戶舉辦多項活動。其中透過「森林
理財奇兵」桌上遊戲講解理財知識，提升住戶對理
財的概念，為日後重返社區作準備。

阿娜參與「友里居」市集，首次泡製家鄉汕尾鹹茶，
跟社區人士分享家鄉的味道。

想起從前每天都要爬八層樓梯才能到達租住的劏房，阿娜心情便非常煩躁，對生活大
感不滿。入住「友里居」後，阿娜獲華富邨的商戶熱心提供購物優惠，社區團體亦提
供各種支援。其中，華富閣業主立案法團的錢先生、管理處的球哥及儲蓄互助社的郭
先生等更是經常協助她處理家居維修事宜，左鄰右里見面時也會熱情地互相問好，這
使阿娜逐漸變得積極、開朗起來！

阿娜回想起2019年一班住戶參與「友里居」市集，她首次泡製家鄉汕尾鹹茶，跟社區
人士分享烹調心得，獲得不少坊眾及社區領袖的讚賞，令她感受到社區的支持，感覺
好親切！

最後，阿娜亦感謝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華懋集團及本會的幫忙，讓她一家度過了開心
難忘的兩年多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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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籌款
籌款目的
 籌募經費以支援低收入或
 失業人士及有特別需要之家庭；

 籌募經費拓展本會健康服務；及

 籌募經費以支援居住在
 不適切住房的家庭或人士。

籌款目的
 籌募經費以支援低收入或
 失業人士及有特別需要之家庭；

 籌募經費拓展本會健康服務；及

 籌募經費以支援居住在
 不適切住房的家庭或人士。

鳴謝

慈善籌款活動經已圓滿結束，
感謝各界友好團體鼎力支持！

   本會2021/2022年度

服務

感激坊眾踴躍響應「『行健最樂』慈善線上行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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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鑽贊助 (贊助善款達$200,000)
本會籌款委員會主席黃文軒先生

鑽石贊助 (贊助善款達$100,000)
南懷慈善信託

冠名贊助 (贊助善款達$80,000)
樹熊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金贊助 (贊助善款達$30,000或以上)
同利印刷有限公司
安達樓宇地基有限公司
東羲控股有限公司
電能實業(香港電燈)
本會安老服務專責委員會委員廖周美娟女士

銀贊助 (贊助善款達$20,000或以上)
本會永遠會長陳理誠太平紳士
本會永遠會長楊翠珍女士
本會理事長周其仲先生

銅贊助 (贊助善款達$10,000或以上)
萬興金行
聯力建築有限公司
本會當屆名譽會長林鎮海先生
本會首席副理事長許湧鐘BBS太平紳士

善款達$5,000或以上隊伍
持續及成人進修社區學院
 - 香港仔跆拳道會有限公司
 - 跆拳道會
賽馬會黃志強長者地區中心
 - 晉興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
賽馬會綜合服務處 
 - 港大同學會書院
尚融坊林基業中心 
 - 賽馬會躍動啟航計劃─集義成裘

善款達$3,000或以上隊伍
社區中心
 - 鴨脷洲北岸居民聯合委員會
賽馬會黃志強長者地區中心
 - 黃志強網長義工小組
尚融坊林基業中心
 - 教德樂課後支援服務
南區長者綜合服務處
 - 專才義工同學會

善款達$2,000或以上隊伍 
社區中心
 - 樂思施�����
 - 青年義工小組聯會
尚融坊林基業中心
 - 賽馬會「三代‧家添愛」計劃
南區長者綜合服務處
 - 賽馬會「抗疫同行」長者支援計劃
 - 愛同行長者日間照顧服務

各項最高籌款獎
長者最高籌款獎 - 黃浩華先生
成人最高籌款獎 - 趙炯成先生
青年最高籌款獎 - Li Joy Sze
  - Yuen Tin Wai
兒童最高籌款獎 - 龍楚翹小朋友
職員最高籌款獎 - 鄭國賢先生
小組最高籌款獎
 - 賽馬會躍動啟航計劃─集義成裘
延續教育課程最高籌款獎
 - 跆拳道會
社團/商號最高籌款獎
 - 晉興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
 - 香港仔跆拳道會有限公司
學校最高籌款獎
 - 港大同學會書院

支持團體

中國浙江建築集團（香港）華營建築有限公司

港島第49快樂小蜜蜂隊

聖士提反書院附屬小學

專題月會義工大使

賽馬會樂齡同行計劃

II. 敬老護老愛心券

服務

本會原定於2021年12月至2022年4月期間舉辦「『行健最樂』慈善線上行2022」、「敬老護老愛心券」、「『種善

因、得善果』慈善義賣」、「冠忠南區慈善足球賽」及「慈善粵曲演唱會」5項籌款活動，惟受第5波新冠疫情影響，

部份活動需改以網上形式舉辦或取消。縱使大家不能像以往一樣共聚參與，本會仍然獲各界善長及坊眾踴躍支持，合

共籌得近125萬元之善款！

是次籌款在逆境下仍能超越80萬元之預期目標，實有賴下列團體及人士的慷慨解囊，本會謹藉此衷心感謝他們的參與

及支持。

I. 「『行健最樂』慈善線上行 2022」籌款活動贊助團體及人士

長幼義工於區內售賣愛心券。

（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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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互助   共襄鄰里」二十一世紀的

的互助社區「有心、有力、有行動、有平台」 

好鄰里故事~沒有地域、身份的限制，我們彼此也可以是大家的鄰里~

網絡世界 義工配對 同路人 地理位置 興趣喜好

~好鄰里特質~

服務

本會將「21世紀的『倡互助 共襄鄰里』－『有心、有力、有行動、有平台』的互助社區」定為

2020-2022年度活動主題。工作小組先於2020-2021年度歸納坊眾對鄰里關係的新定義，再於

2021-2022年度着力把有關意見化為行動，透過線上及線下平台，進一步宣傳、推動及建立「有

心、有力、有行動、有平台」的互助社區。而早前舉辦之「鄰里故事徵集行動」，更接觸到不少

感動人心的好鄰里故事，現精選其中5個與讀者分享：

5個真人真事的故事，讓我們看到除了

「隔離左右」的鄰居，相同的背景、興

趣，乃至在機構、網絡中的相遇，都可

以成為彼此生活中的鄰里。更重要的

是，人與人之間有愛，「有心」、「有

力」地建立更和諧的互助社區。

照顧者李伯的太太患有認知障礙症。李伯沒有甚麼興趣，亦不喜歡參加社交活動，
拉二胡是他僅有的愛好，但二胡因長年的拉奏已斷了弦。本會職員為李伯在某徵求
網站刊登帖文，最終獲有心的網友陳小姐回應。她不但為李伯修理二胡，更貼心地
為琴筒加工防止磨損，讓二胡得以「重生」，亦讓李伯重新燃亮自我，流露睽違已
久的笑容。

陳伯因無力照顧中風後的太太，忍痛安排她入住院舍。之後他心情低落，鬱鬱寡歡。
本會職員為他配對一位經驗豐富的陪診義工，義工細心向綜合心理科醫生交待陳伯的
狀況，有助醫生調較用藥。連醫生也向義工說道：「好彩有妳陪伴覆診！」。義工更
不斷鼓勵與陪伴，並於陳伯改善情緒及身體狀況後，陪同他達成過海探望太太之心
願。陳伯與太太一刻的身體接觸，一刻的對望，都是值得珍惜的寶貴時刻。

姜婆婆及麥婆婆皆為本會日間護理中心的會員，同樣受長期腰背痛折磨的她們因參加治療小
組而認識。她們有傾有講，互相分享面對痛症的困難及心得。在一個月內，姜婆婆突然疼痛
加劇，在接受治療時萬分辛苦，嗚咽的說﹕「我真的再受不了這火燒的痛！晚上不能入睡，
真的很辛苦，我不行了。」麥婆婆在旁陪伴及安慰：「你很痛，我真的明白！」邊說邊把手
搭在姜婆婆的手上，輕輕撫摸她的頭，兩人對望一笑，一切盡在不言中。

《二胡情緣》

《支持的力量》

《明白就足夠》

《虛擬暖男》 《以愛同行一里路》

21世紀鄰里關係
新定義及好鄰里特質

短片

動畫短片動畫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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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身心

同享健康

服務

病有醫靠
賽馬會

門診服務資助計劃
圓滿結束

本會在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下，自2022年3

月24日開始與區內私家診所攜手推展「賽馬會『病有醫靠』

門診服務資助計劃」，在全城抗疫的同時，繼續照顧有需要人士

的其他醫療需求，為他們提供可負擔的門診服務。

本計劃之服務對象為65歲或以上長者、12歲或以下兒童、持有過去12個月內
在任何一間醫院管理局普通科門診求診證明的人士，或獲社福機構轉介有財
政困難之人士。計劃讓受惠人士在第五波疫情期間，以$50診金使用參與本計
劃的私家醫生的診症服務(包括基本診症及三日藥物)。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
金會為每名受惠人士津貼$250，餘下成本由診所承擔。

由於反應熱烈，3,000個服務名額經已爆滿，故計劃提早於8月上旬完結。無
論是受惠的人士或參與計劃的10位醫生，對本計劃能有效處理新冠肺炎以外
的醫療需求，均有給予高度評價。更有參與的醫生反映，計劃能鼓勵患者早
日求診，獲得適切的治療，甚具意義。

「心伴你同行」
義工訓練及推廣精神健康訊息

本會社會服務轄下安老服務義工小組聯會夥拍扶康會康晴天地，於
2021年12月15日舉行「『心伴你同行』義工訓練日暨聯歡」。活
動集結59位來自本會5所安老服務單位的義工代表，一同參與主題
互動工作坊及「真人圖書館」，提升他們對心理健康的認識，並讓
他們有機會與精神疾病康復者交流。

完成訓練後，義工於2022年2至4月期間製作情緒健康資訊圖卡，並
於各安老服務單位Facebook專頁、會員及義工WhatsApp群組中發
放，成功把保持精神健康的訊息及減壓小貼士傳遞予1,800多人
次，於疫情中帶出正能量，服務及回饋社會。

職業治療師帶領參加者體驗「健腦放鬆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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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柱

說起香港具異國風情的地方，赤柱一定榜上有名。每逢假日不少遊客慕
名而至，在這充滿歐陸風情的海灣感受歷史餘韻及愜意的氛圍。

赤柱的歷史可追溯至明朝，當時赤柱是小漁村，聚居的漁民以來自福建
及廣東沿岸為主。1842年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當時赤柱是聚居人口最
多、百業興盛的地方，故殖民政府在此設立臨時行政中心，更有意於赤
柱和香港仔一帶建埠。但由於赤柱受到瘧疾威脅，加上不時有海盜出
沒，殖民政府最終放棄此計劃並選址中上環建立香港首府「維多利亞
城」。

儘管赤柱未能成為香港首府，但三面環海的地理環境令她成為軍事重地
的最佳選址。為防衛香港島，殖民地政府於1930年代在該區落成監獄、
軍營及炮台等軍事設施；赤柱更在二戰期間成為英軍抵抗日軍的最後防
線。赤柱作為香港早期行政中心及軍事據點，吸引大量外國人在此定
居，繼而發展為今天的「歐洲小鎮」。

文︰何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