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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蘭芳園一同成長

—— 專訪林俊業



從歷史與法例角度，大「牌」

檔才是正字，「牌」有牌照的

意思。自1920年起，政府實施

發牌制度，為社會低下階層派

發小販牌照，讓他們在街上經

營牌檔以維持生計。即使到現

在，大牌檔仍受牌照制度規管

，需要續牌、每年繳交牌費才

能繼續經營。所以，「牌」是

牌照的意思，也有著在街上經

營的象徵。

以前牌檔還有分「大牌檔」與

「小牌檔」，「大牌檔」賣粥

粉麵飯；「小牌檔」賣奶茶咖

啡，但漸漸開始融合了，也統

一作「大牌檔」。

事源在歷史上牌檔

集中在一條街上，

方便政府規管，形

態上是一排排，容

易令人誤解左大

「排」檔，後來的

人都開始混淆了。

香港在19世紀時，政府

為讓貧窮人仕重獲生計

而設立小販發牌制度而

出現的食肆，是深受社

會低下階層歡迎的街頭

露天熟食大牌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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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繁華的摩天大廈下，穿插橫街窄巷，會發

現街頭上仍有寥寥可數、披著綠色鐵皮、擺

放著摺枱摺櫈的懷舊小檔。一目瞭然的小檔

子，可能就是養活檔主一家的工具。隨著經

濟發展與社會進步，傳統大牌檔逐漸被淘汰

，至今仍能存活，並保留原始風味的，只剩

下26間。大牌檔除了具有濃厚本土傳統風味

，還見證了香港歷史發展，價值非凡。

在繁華的摩天大廈下，穿插橫街窄巷，會發

現街頭上仍有寥寥可數、披著綠色鐵皮、擺

放著摺枱摺櫈的懷舊小檔。一目瞭然的小檔

子，可能就是養活檔主一家的工具。隨著經

濟發展與社會進步，傳統大牌檔逐漸被淘汰

，至今仍能存活，並保留原始風味的，只剩

下26間。大牌檔除了具有濃厚本土傳統風味

，還見證了香港歷史發展，價值非凡。

歷盡歲月洗禮大牌檔

對香港價值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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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社會進步，現代社會對「市容」有不一

樣的看法。莊博士指，政府開始不滿街上一個個

的牌檔，認為市區應該乾淨、整齊、劃一，所以

從 1920－1940年代就希望殺檔，惟每次殺檔不成，

因為始終低下階層是依靠牌檔維生。

    直到1970年代，開始出現社會福利保障制度，

政府鼓勵市民結束營運牌檔，及發牌照容許牌檔

遷入市政大樓裡面經營，但傳統風味已不在。莊

博士表示，現代人常把「冬菇亭」和市政大樓裡

的熟食檔也當作大牌檔，但實際上，「只有在街

上的檔才是大牌檔！」中環盛記檔主兼大廚林志

成指出，「冬菇亭就是冬菇亭，熟食檔就是熟食

檔，我們是大牌檔，是不同的。」他又指，「搬

入市政大樓當然舒適點輕鬆點，但在街邊的才是

大牌檔，才有懷舊風味。」食客蔡先生都表示，

「蹲在大牌檔吃才夠原汁原味，有古老情懷點，

有舊式香港的感覺，市政大樓那些是不同的。」

同樣在1970年，政府開始停止發牌，牌檔數目有

減無增，到現今只剩下20多間，這種懷舊文化算

得上是奄奄一息。

政政府府欲欲殺殺檔檔    牌牌檔檔文文化化奄奄奄奄一一息息  

早年香港透過發小販牌照，鼓勵貧困市民自力更生。 

實實施施小小販販發發牌牌    鼓鼓勵勵自自力力更更生生  

    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全球中國研究計劃

副研究員莊玉惜是社會學博士，專門研究香港

大牌檔文化，她指出，大牌檔其實一直在香港

存在，只是直到 1920 年前後才出現發牌制度。

莊博士描述，由於香港最早在1948年才開始實施

社會福利制度，在之前並沒有任何社會福利。政

府認為社會上有部份人需要獲協助，但又不希望

只提供金錢上的準貼，變相只是在「養活」這群

人。當時政府參考英國的濟貧法，認為如果這群

人身體狀況良好，就應該讓他們工作，所以就透

過發小販牌照，令他們有生計，而其中一項小販

牌照就是牌檔。大牌檔的發牌機制就這樣開始，

救助貧困之餘又可以鼓勵自力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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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內餐廳無可否認為客人、員工提供舒適空

間，但大牌檔卻給人自由的感覺。莊玉惜指出，

現代人生活較規範，基於公共衛生與利益，很多

飲食模式被取替，包括大牌檔這街頭飲食文化，

但大牌檔的自由感覺是無法取替。莊博士提到，

大牌檔在露天空間，與周遭環境融合在一起，客

人不用困在密閉空間中進食，自由度、空間感都

大了，客人又可暢所欲言，無拘無束。多間大牌

檔檔主當談到大牌檔特色時，都異口同聲指「夠

自由」。

無無可可取取替替的的「「自自由由感感」」與與「「鑊鑊氣氣」」

    比起其他餐廳，大牌檔以「鑊氣」取勝。大

牌檔檔位一目瞭然，可以望到大廚「炒菜淥麵」

，更是用明火煮食，鑊氣十足，這點現代餐廳較

難做到。盛記林志成指，大牌檔比餐廳最大分別

就是食材夠新鮮，所有食材皆是真材實料，而餐

廳多用冰鮮貨，質素大不同。現代人擔心街邊檔

骯髒、嗱喳、不衛生，水記檔主林建永卻反問，

「聽過有人吃大牌檔食物吃到入醫院嗎」，指大

牌檔比其他餐廳透明度高，所以會更注意衛生，

林建永舉例說，「難道食物掉了在地上還敢給客

人？」加上，大牌檔大多師傅經驗老到，食材壞

掉定必知道，「大牌檔分分鐘比餐廳還要衛生。

」

大牌檔以明火煮食，鑊氣十足。

大牌檔所有食材皆是真材實料，新鮮食材是它們的賣點。大牌檔透明度高，所以會更注意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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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牌檔的摺檯摺凳大牌檔主要賣粥粉麵飯

這與華人社會相關

莊博士指，華人以粥粉麵飯作為主要

食糧，加上1920年代時男多女少，

比例懸殊，更以苦力居多，粥粉麵飯

才夠飽肚。

看到牌檔多使用摺檯摺凳或膠凳，原因

是這些東西容易收藏。莊博士指，因為

牌檔是在街頭運作，很多物品都不能佔

用太多空間，摺疊式東西方便收鋪時收

妥在鋪位內。為避免造成阻街，可以見

到牌檔收鋪後會變成一個「鐵盒子」，

所有檯凳工具都收妥在「盒子」裏。

最早期大牌檔是使用木、鐵檯凳，

到戰後才開始興起摺檯摺凳。早年

時期，膠是高檔東西，直至5､60年

代起才開始使用膠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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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牌牌檔檔見見證證歷歷史史變變遷遷    成成了了遊遊客客打打卡卡景景點點

    水記林建永指出，「香港有飲食以來，最先

就是有大牌檔。」莊博士都指出，大牌檔本來

就是華人的街頭飲食文化，是我們其中一類飲

食模式，鑑於西方國家與香港的生活環境不同

，西方人對本港的街頭飲食文化顯然感興趣，

來港旅遊必然要到大牌檔打個卡。大牌檔是具

濃厚本土傳統文化的旅遊景點，對香港旅遊業

貢獻非凡。

    大牌檔屹立香港超過半個世紀，見證歷史

變遷，陪伴香港經歷多個風雨，度過無數歲月

。水記林建永指，「以前錢要收起，放在當眼

處一定會比人搶了去！」此時此刻，多數大牌

檔都把現金直接放在舖面，都不會被人偷去，

所以大牌檔可算是見證著香港治安的改變。

「而家買外賣用外賣碗，以前街坊拿個漱口杯

就落樓買外賣。」種種改變見證歷史變遷、社

會進步。

從從牌牌檔檔反反映映社社會會現現象象

    莊玉惜提到，從香港的飲食模式中反映了很

多社會問題，她指香港在各個範疇上的另類選

擇很少，社會主流規範了大眾走向，但卻埋沒

了很多選擇。莊博士以飲食模式為例，社會主

流偏向到餐廳用膳，也有種階級觀念，感覺街

頭飲食文化就是低級，「不明白為何飲食文化

都會有高低級之分」。除了飲食模式外，其實

經濟模式、住屋、就業、就學等都要跟隨主流

，「大牌檔的存在就是反映香港仍有另類選擇

。」

    莊博士表示，在資本主義社會下，大眾被

逼幫人打工，成為「僱員」，但經濟模式是否

可以有另類選擇呢？大牌檔讓低下階層靠經營

牌檔維生，「造就了一群人的就業、經濟與旅

遊業發展，為何不能存在呢？」

「大牌檔的存在就是反映香港仍有類選擇。」

水記林建永指，「以前錢要收起，放在當眼處一定會比

人搶了去！」

「大牌檔的存在就是反映香港仍有另類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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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牌檔     多多花名
食物代號全解碼

細蓉
雲吞麵

靚吉水
清湯

米皇
白粥

細食
淨雲吞

小白
淨河粉

擺尾
艇仔粥

勾佬

叉燒

牛肉通粉

加碼

大眼
大碗飯

細眼
細碗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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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牌檔經營多年，固然有不少「熟客仔」，檔

主繼續經營的動力除了為了生計，當然少不了

當中的顧客情。大牌檔是很多香港人的童年回

憶，陪伴港人經歷風風雨雨，也見證了一個個

人情故事。比起一般餐廳，大牌檔最獨有的莫

過於「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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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牌檔老闆與「伙計」關係比一般餐廳好，

僱傭情甚佳。盛記檔主林志成指，「關係當然好

！一齊做嘢、切嘢、洗嘢，沒有區分。」牌檔老

闆經營多年，一直都是親力親為，「這樣伙計才

會服你」。即使年紀開始老邁，仍然有心有力，

跟「伙計」沒有階級之分。林生又指，「餐廳老

闆分分鐘不懂工作，我們不同，就算是老闆都要

落手落腳做。」所以牌檔僱傭地位顯現較平等，

關係、感情亦甚佳。

    大牌檔的人事也相對較簡單，沒有集團式餐

廳般複雜，沒有合約條款、沒有固定請假守則，

只有包容、遷就和人情味。林生指，有「伙計」

受疫情影響，子女擔心其身體狀況，望待疫情過

後才繼續工作，林生也欣然接受，這也是大牌檔

獨有的彈性。雖然彈性高，但水記檔主林建永表

示，「感情好不代表易請假！」因為大牌檔請得

人少，「病咗邊個做？」「病都要死返來」，他

形容這是工作應有的態度，也證明了「伙計」們

都對牌檔的歸屬感與責任感。

牌牌檔檔僱僱傭傭情情深深    「「伙伙計計」」盡盡忠忠職職守守  

  感感動動人人心心的的待待客客態態度度  

    除了僱傭關係，牌檔與客人關係也甚好。社

會學博士莊玉惜提到，由於牌檔是在街上經營，

需要與周遭的人弄好關係，特別是客人，否則會

容易被人投訴，所以牌檔與客人關係也顯現較好

。水記林建永提到，「每檔大牌檔都有熟客」，

牌檔老闆與「伙計」會主動跟客人建立良好關係

，「有些客人到來講聲『永哥，今天吃河粉！』

然後就任我揀餸。」大牌檔對客人的熱情、對食

品質素的執著感動到客人，令不少客人「食過返

尋味」。

    大牌檔是不少港人的情意結，有食客提到，

「這裡絕對不可以倒閉，我們從細吃到大，是我

們的童年回憶。」大牌檔與食客的關係也不單止

是老闆與客人，蘭芳園檔主林俊業表示，令他深

刻的客人實在太多，很多由客人開始慢慢成了他

的好朋友，不時光顧之餘，有時還會相約飯聚，

喝啖啤酒聊聊天，訴下苦，「是幾十年的老朋友

」。

 牌檔僱傭情深，老闆與伙計之間感情也甚佳。

牌檔老闆經營多年仍然堅持親力親為，仍然有心有力。 

每檔大牌檔都有自己的熟客，他們感動人心的待客態度

令不少顧客食過返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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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多年，在牌檔發生的點滴成了老闆與客

人沒齒難忘的回憶。水記林建永提到，在80年代

，中環有幾間中學，當年學生沒有幾多零用錢，

茶餐廳還未興起，大牌檔是最便宜的食堂，很多

學生哥放學就跑到牌檔吃碗「齋河」。林建永最

記得有個學生哥跟兩個同學輸賭，要一口氣吃20

碗齋河，「當然出古惑吧！我『老豆』愈淥愈細

碗，最後真的吃得下！」這故事成了水記的傳奇

故事，過了30多年，那學生哥前幾年到中環工作

，也不忘來看看牌檔是否仍存在，更問道，「認

得我嗎？當年在這裡吃20碗齋河的小伙子！」

「伙計」們都驚嘆，「原來是你！」

見見證證成成長長故故事事    難難以以忘忘懷懷的的點點滴滴

    大牌檔屹立多年，不少人從細吃到大，牌檔

老闆亦見證了很多食客的成長。盛記林志成提

到，附近寫字樓雲集，很多員工由入行開始就

來吃飯，「由入行睇到他們做高層！」蘭芳園

林俊業又提到，見證很多人從7、8歲來吃飯，

一路吃到2､30歲結婚生子，攜同子女再到這裡吃

飯喝茶，「很高興見證著他們的成長」。林俊

業又講到，有些客人經常拍住拖來飲茶，甚至

是在牌檔「搭枱」而相識，到結婚時來牌檔影

結婚相，「不只一對！有超過三十對！」

 很多熟客從少食到大，牌檔老闆、伙計見證他們成長。  

雖然大牌檔努力與客人建立良好關係，但也避不

免會遇上麻煩顧客。盛記林志成提到，經營多年

，遇過不少諸多挑剔、橫不講理的客人，醉酒鬧

事、打爛碗碟也是家常便飯，有些人不滿意甚至

會向食環處投訴。但林志成都沒有放在心上，希

望做到互相遷就，有時道個歉，請他們喝一杯就

可以了事，「食客吃得開心就足夠」。

互互相相遷遷就就    避避免免衝衝突突    最最重重要要是是客客人人開開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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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記檔主林志成指，「食客吃得開心就足夠」。 



從後居牌檔到繼承父業

蘭芳園陪伴          一同成長

—— 專訪         林俊業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蘭芳園由林木河於1952年創立，是歷史悠久、

滿懷港式傳統風味的大牌檔，林俊業是林木河

兒子，從少起就在蘭芳園前舖後居，自懂事以

來就幫爸爸手打理牌檔，即使蘭芳園現今業績

已上軌道，更開設了兩間分店，林俊業仍堅持

每天到店鋪工作，與「伙計」們共同進退。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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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從小小學學習習打打理理牌牌檔檔  

滿滿載載童童年年回回憶憶

    林俊業自出世起就住在蘭芳園後居，

自小學習如何打理店舖，只得6歲就要幫

爸爸洗杯、送外賣，「以前沒有外賣杯，

要送玻璃杯去民居，再收回來清洗。」再

大一點，就要學做麵包、學沖奶茶。最難

忘是與同學們在牌檔的回憶，同學們都會

到牌檔吃飯？林俊業反指，「返舖頭工作

就有！」林俊業在中學時期，假日就會跟

幾個同學回蘭芳園幫手做早餐，同學們當

賺點外快。過了數十年，同學、老師仍會

到牌檔光顧，食個飯、聊聊天、聚下舊。

自自力力更更生生    積積極極態態度度面面對對逆逆境境

    林俊業未完成中二，就退學了。他覺

得是自己讀不上，情願早些出來社會工作

賺錢。林俊業更在10歲時發現自己患上癌

症（當時稱「白血球過多症」），他形容

自己本來已經不在行讀書，更因此病令身

體變弱，容易疲倦，所以到了中二就決定

退學。即使患上癌症，林俊業仍然抱著樂

觀態度面對，結果得以治癒，回頭看「我

覺得自己很好運」。

    中二退學後，林俊業並不是馬上投靠

父業，他到了一間髮型屋當「洗頭仔」，

他指，當時社會並非富裕，父親能力不足

以養活他，所以要自己賺錢養自己。即使

有自己的工作，林俊業在中午繁忙時段也

會回蘭芳園幫手。到了20多歲，就決定辭

去工作，一心一意繼承父業打理蘭芳園。

蘭芳園是林木河於1952年創立，

林俊業是林木河兒子。

林俊業即使有自己工作，每天中

午繁忙時段都會回蘭芳園幫手。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林俊業自出生起就在蘭芳園前舖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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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樂於於教教育育下下一一代代    傳傳承承沖沖茶茶手手藝藝

    父親是首創港式飲品「絲襪奶茶」的始

祖，林俊業指自10歲就要開始學沖茶，𠄘傳

爸爸手藝，「夠手力拿起手壺就要開始學了

！」他形容這手藝相當辛苦，已經很少人願

意學習，亦愈來愈少年輕人入行，「對住4

個爐頭沖茶好辛苦」，但他仍不吝嗇把這手

藝傳𠄘給子女與「伙計」，「不要說是教，

大家一齊研究一下」，即使他有著接近40年

沖茶經驗，仍然保持謙虛，更樂意傳授給下

一代。」

  不單只子女與「伙計」，林俊業更熱衷於教

導年青人，「有些大學生都會來學」。林俊業

並不吝嗇傳授沖茶技巧，沒有甚麼「商業機密

」，一心一意跟年輕人分享，更不計較犧牲私

人時間，邀請年輕人在收舖後到牌檔學沖茶，

「教他們自己都開心，覺得自己都年青了」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蘭芳園生意漸上軌道，林俊業決定開設

分店，即使經營管理上已成熟，他仍堅持每

天工作，「我很喜歡返工的！」他表示喜歡

見到客人，自少在蘭芳園工作，有些客人陪

著他長大，已是他的好朋友，有些熟客更習

慣了由他招呼。在蘭芳園多年，見證牌檔生

意高高低低猶如人生，他學懂的不只有工作

，還有人與人之間的相處，贏了「友誼」。

」

熱熱愛愛工工作作    生生意意高高低低如如人人生生  

有些熟客習慣由林俊業親自招呼，連周潤發都是光顧了

蘭芳園多年的熟客。（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13



港式風味

           的故事絲襪奶茶

「絲襪奶茶」是由蘭芳園林木河首創。

「絲襪奶茶」是把煮好的錫蘭紅茶用過

濾袋子過濾，用意是隔去茶渣和令茶身

更香滑，再加入淡奶及糖。

不是。原創人林木河是用特製白

布袋作為過濾網，把煮好的茶水

倒入白布袋進行過濾。因為倒入

奶茶時會令過濾網染上奶茶色，

顏色形狀與絲襪相似，所以才被

命名為「絲襪奶茶」，並非用絲

襪過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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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大牌檔至今仍然存在，但隨著社會進步、人們生活

素質的轉變和政府政策上的規管，今日的大牌檔與昔日

相比，似是失去了點原始風味。大牌檔的傳統風情是難

能可貴，但為了繼續生存，只好對現實環境妥協。經歷

多年歲月的洗禮，現今僅存的大牌檔不論在外觀、客源

與營運困難上都大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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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觀上，社會學博士莊玉惜指，大牌檔的

色調轉變了，以往每檔大牌檔都有劃一標準設

計，這是為了方便執法機構在發現有牌檔偏離

標準時作出檢控。過去牌檔都是披著綠色鐵皮

外殻，但近年來，部份牌檔鐵皮已變了金屬色

。另外，以前每檔牌檔只可放兩張枱，但現在

落區一走，其實多數牌檔都擺放不只兩張。其

實至今這些設計標準仍然存在，惟今日政府已

寬鬆了執法，除非有人投訴，否則都不會作出

檢控。

牌牌檔檔鐵鐵皮皮不不再再是是綠綠色色    見見證證時時代代轉轉變變

l經歷多年歲月的洗禮，很多牌檔都把店舖

從新翻新，所以鐵皮色調都多由綠色轉為

金屬色，惟綠色帳篷依然保存。  

很多牌檔都擺放不只兩張枱，但今日政府寬鬆了執法。

常以「『踎』大牌檔」形容在
牌檔用膳，原來這形容詞事出
有因。據莊博士指，早年香港
苦力多，苦力們習慣「踎」在
大牌檔的長凳上等開工，所以
有「『踎』大牌檔」的說法。

    早年牌檔食客以苦力居多，到後期多了一

家大細齊到牌檔用膳。由於舊時香港大多華人

都是低下階層，難以負擔在餐廳用膳，大牌檔

食品便宜得來又多樣化，是當時的「平民食堂

」。到了今日香港，光顧大牌檔的不再是低下

階層，現在的客源比過去多元得多，不論經濟

條件還是社會身分都截然不同，經過大牌檔總

會見到有OL或「西裝友」惠顧。莊博士又指，

街頭美食感覺是低下層的文化，但香港人又似

是不介意，見證了客源上的轉變。

從歷史追溯「『踎』大牌檔」的說法

大牌檔食品較便宜，是早年香港的

「平民食堂」。

今日的大牌檔多了很多「西裝友」幫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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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適應應時時代代要要求求    作作出出相相應應改改變變

    比起以前，社會對衛生與噪音等意識都加強

了，大眾要求轉變了，變相牌檔的經營就變得

更困難。莊博士指，在現實環境下，香港地方

細，街邊煮食牽涉油煙，會對附近民居造成滋

擾，政府對衛生上的規管亦要加強。據食物環

境衛生處的回應指，對大牌檔的食物、處所，

甚至從業者的衛生都有相對高的關注，食環處

人員亦會不時巡查，以確保牌檔遵守相關規定

，若發現違規情況，會對牌檔作出檢控，嚴重

者則會暫停或吊銷牌照。所以牌檔若要繼續生

存，就要適應時代要求而作出轉變，例如重新

鋪過媒氣喉管、好好處理污水、翻新設計，甚

至搬入室內舖。

面對衛生規管，不少大牌檔被逼遷入室內舖。

    受到政策上與經營上的限制，部份大牌檔遷

入室內店，或加開室內分店，莊博士指，搬入

室內舖位是基於現實原因，擔心有朝一日會失

去牌照，若牌主去世，政府未知會否批准繼續

續牌，要繼續生存，只好在經營上變樣。蘭芳

園是歷史悠久的大牌檔，檔主林俊業指，當時

生意不錯，牌檔座位開始飽和，經常排長龍，

座位不足，所以決定開設分店，分別在2009年和

2011年在尖沙嘴與上環開設兩間室內分店。即使

已有兩間分店，有些客人仍然喜歡到牌檔舊店

，「連周潤發都喜歡

『踎』大牌檔，他從少就在牌檔喝茶喝大，是他

的童年回憶。」大牌檔具有的歷史特色和傳統風

味是無可取替，這是食客仍然堅持光顧大牌檔的

原因之一。

    室內舖無疑環境、衛生也較理想，但開設室

內店的潛在困難令部份牌檔檔主卻步。水記林

建永指，室內舖舖租昂貴、局限性大，大牌檔

每年只需繳交2萬多元的牌照費，比店租便宜得

多。開鋪時間又可以由自己決定，相反，室內

店營運成本昂貴，不敢輕易休息，始終大牌檔

自由得多。

室室外外雅雅座座風風味味無無可可取取替替

牌檔續牌準則？

1. 牌主過身後有直系親屬或合夥人可

以繼續營運牌檔。

2. 經濟上一直只靠牌檔來維持生計。

3. 申請後，政府會諮詢當區區議員或

地區團隊，確保牌檔並沒有對當區

社區造成滋擾或衛生問題。

需要符合以上客觀條件，以及沒有地區投訴，

政府才會批准繼續續牌。

除了中環老店外，蘭芳園現有上環、尖沙咀

兩間室內分店。

17



傳傳承承問問題題值值得得關關注注

    時代改變，經營牌檔、炒菜沖茶是吃力

不討好的工作，大多牌檔掌舵人都年過半百

，是時候考慮退位讓賢。可惜，在廿一世紀

，有幾多人願意捨棄舒適穩定工作，接手面

臨絕跡危機的家族生意呢？盛記林志成指，

「兒子都30多歲，有自己職業，都不會來幫

手。」「年輕一代捱不得，寫字樓生活才適

合他們。」所以，下一代能否接手，把香港

大牌檔文化繼續傳承下去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

18

水記林建永兒子阿輝。 牌檔傳承問題值得關注。

林建永望讓兒子開始學習打理牌檔。 林建永擔心續牌問題。 



保育工夫卻原地踏步 

不論在地理面積，還是經濟模式上香港與新加坡都不相伯仲，

以致在不同範疇上都會將兩個國家互相比較，飲食模式與文化

發展也不例外。新加坡於2019年3月申請將「小販文化」列入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同樣擁有大牌檔的香

港卻在保育大牌檔上原地踏步。

把小販文化列入文化遺產新加坡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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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學博士莊玉惜指，新加坡至今仍有過

千檔大牌檔（當地稱小販中心），而當地政府在

牌檔的衛生、排污處理上都比香港略勝一籌，令

牌檔在當地至今仍能生存，未被淘汰。新加坡大

牌檔雖然是在室內經營，但傳統本土風情依然存

在，更被遊客認同為具當地特色的飲食文化。值

得我們反思的是，「新加坡過千檔大牌檔仍然存

在，香港怎麼只剩下廿幾間？」

  新新加加坡坡保保育育工工作作更更勝勝一一籌籌  

     比起新加坡，其實香港更勝一籌，因為香港

大牌檔依然保留在街上。「新加坡有過千檔大牌

檔令他們有機會申請成「文化遺產」，香港都有

大牌檔，怎麼香港做不到呢？」莊博士指對香港

政府而言，大牌檔是種低下文化，但文化根本不

應有高低之分，認為他們看不到大牌檔的吸引點

。

 香港只剩下26間大牌檔。 

    不過，新加坡的情況跟香港有點不同。莊博士

指，新加坡匯聚全球多個種族的人，包括華人、

馬來西亞人、印度人、歐亞人，還有其他少數民

族，而新加坡就利用大牌檔作為政治工具，統合

各個民族，變相賣的美食亦較多元。香港大牌檔

就只賣粵式美食，多是炒粉麵飯、奶茶咖啡，更

具港式風味。

    莊博士表示，「香港本來就有文化存在，

並非文化沙漠。」大牌檔象徵香港街頭飲食文

化，具有本土特色，有助吸引遊客。莊博士指

，「香港很多旅遊景點都是刻意『造』出來」

，而大牌檔卻是見證香港歷史發展、擁有傳統

風味、具有旅遊價值，屬於香港本身的獨特文

化，認為政府應該好好善用。

  香香港港並並非非文文化化沙沙漠漠  

  新新加加坡坡利利用用大大牌牌檔檔作作為為政政治治工工具具  

 大牌檔是香港街頭飲食文化的象徵

，是香港本有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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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要保保育育大大牌牌檔檔    先先要要改改變變城城市市規規劃劃  

    近十多年來，香港開始關注大牌檔保育，不

時有愛護文物保育人士光顧大牌檔，亦開始出現

對大牌檔的保育方案，幫助大牌檔進行翻新工程

、建設煤氣管及排污渠。但莊博士指，在政府政

策下，牌檔根本無法生存，因為在市區重建與規

劃裡並沒有包括大牌檔，若當區重建，大牌檔就

會被逼結業或遷入市政大樓。

    莊博士認為如要保存大牌檔，政府先要在城

市規劃上下點功夫，把大牌檔融入規劃中，同時

改善排污、燥音、污水處理，令大牌檔重新融入

社區，重復傳統文化。

 大牌檔的衛生、噪音問題值得關注。  

若要重復大牌檔文化，政府要在城市規劃上下點工夫，

助大牌檔重新融入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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