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得見的老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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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時代變遷、用品更新，香港許多老店好像米舖、補鞋鋪等開始慢慢消失，漸漸成為香港人的集體回憶。舊日

裡自有香港的許多美好特質：老店的人情味、舊香港的美學、香港人的刻苦奮鬥精神…，我們除了要爭取保留或

重建之外，更重要的是將這些美好特質傳承到下一代。因此，我們希望藉著本計劃鼓勵兒童及青少年走進社區，

發掘古老店舖的故事，從而認識傳統文化和了解不同年代的人文思想與價值，更藉此傳承本土文化，最終能提升

兒童及青少年對社區的歸屬感。

        本計劃原定透過帶領兒童及青少年用眼、耳、手、心去「認識我們的香港」，除了用畫筆勾畫出老店的風情，

配上訪問老店的故事，最後再結集成書，推動兒童及青少年一起建立具人情味、守望相助的社區，並學懂欣賞我

們香港人的人情味及克勤克儉的奮鬥精神。

      可是疫情下香港人的生活變得不一樣，原定安排活動參加者拜訪老店，聽聽老店的故事，既認識社區又可學

習書本以外的知識，因為防疫的考慮，最後只能安排到部分參加者親身到深井能記燒鵝及 ( 屯門的舊玩具 ) 訪問，

另外一些只能安排網上，或者是透過拍攝短片來進行了。可是訪問在網上進行，比較起親身到店鋪感受當然不一

樣；而且訪問店主活動都變得阻礙重重，店主只肯「傾幾句」，皆因在疫情底下生意慘淡，所以經濟壓力更加大，

也沒有閒情跟我們話當年了。聽得最多的一句就是「時代變了，沒生意，要被淘汰了。」聽著實在叫人惋惜。

      最後總結本計劃的成果，老店雖然各有各的故事，但是共通點是老店的堅持及一代傳一代的精神，串連香港

人共同的記憶，假如老店因為種種原因而無以為繼，將會是香港人的遺憾。因此我們希望透過不同的方式將這些

記憶紀錄下來，讓百年之後的香港人都知道香港曾經有：碳爐燒鵝、涼茶舖、裙褂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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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青少年輔導協會」的成立是由一群來自參與職業訓練局「朋輩輔導員」課程的青年人，要把在
課程中所學實踐出來，回饋社會，沒有任何資源，只有青年人的一腔熱誠，相當勵志。協會的目標是「使
年青人可以發揮潛能，活出有意義的人生」，十五來秉持着服務年青人的信念舉辦不同活動，而「看得
見的老店故事」計劃，我們希望鼓勵兒童及青少年走進社區，發掘古老店舖的故事，從而認識傳統文化
和了解不同年代的人文思想與價值，更藉此傳承本土文化，最終能提升兒童及青少年對社區的歸屬感；
亦呼應本會創會時要致力回饋社會的初心。

      世界總是由新淘汰舊的，香港老店日漸被淘汰亦是時代發展的必然。我們只是希望它們成為香港人
的集體回憶之外，昔日香港的許多美好特質包括人情味、克勤克儉、刻苦奮鬥、鄰里之間互相幫助等精
神可以傳承到下一代。

     「香港青少年輔導協會」踏入第十六個年頭，本會將繼續以青年為本，服務緊貼年青一代的需要，關
心他們的志趣和理想，與他們並肩同行。我們盼望，透過本會的服務能為香港培養更多積極奮進、富同
理心，在學校友愛同儕；在家庭孝悌長幼，並願意回饋社會的青少年。謝謝。
                              

                              黃雅韜
                                          香港青少年輔導協會

                                  幹事會主席

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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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今次很高興能獲得香港青少年輔導協會的邀請，一起合作進行「看得見的老店」活動計劃，

希望能透過這次機會把這些珍貴的香港文化傳承給下一代，令小朋友對香港老店有更加多的認識。

     出生於香港八十年代的我，正好是見證了香港經濟起飛的時光。這是一個城市正在轉變的時候，

很多傳統的工藝及店鋪都在城市的發展下成為了犧牲品，但這些店鋪其實與我們日常生活的緊密

聯聯，如果要它們在無聲無息中消失，實在非常可惜。

     在這次教學活動中，因為受到疫情的影響，無法逐間老店去參觀。與小朋友的溝通時發現小朋

友與老店的知識貧乏，透過講座及短片講解後，希望小朋友對香港老店有了基本的認識並產生興

趣，期望在疫情過後，可以再次去探訪。

鄧子健

兒童繪本作家

香港創意藝術會會長

香港青年藝術創作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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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店訪問 (一)   - 屯門長頸鹿玩具店

記者：貴店創始於何年？

店主：我們的店成立於 1983 年。

 

記者：為什麼最初會開設玩具店呢？

店主：當年是老闆打算開間店給他父親閒時打理，認為玩具是

乾貨，容易儲存，又沒有時間性，可以讓老人家「有 D 細藝」。

怎知道一做就做三十多年，時間過得真快。

記者：那麼貴店在區內有什麼特色呢？

店主：那時屯門出入市區的交通不方便，區

內亦沒有大型百貨公司，居民較難抽空到

其他區買玩具，所以便造就了許多小型玩

具店。我們店鋪的初期面積較細，存貨量不

多，但貨品的種類盡量齊全，希望能讓顧客

有更多選擇，滿足到區內大人細路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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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在八十年代的玩具零售業是怎樣呢？

店主：在一九八八年開始，田宮的四驅車模型非常流行，成為

當時我們店鋪的主力銷售貨品，也是我們鋪頭的轉折點。由於

生意非常好，店鋪就擴充了，變得有規模。

記者：在市場方面有沒有什麼轉變

呢？

店主：現在市場競爭大了很多，貨

品的種類比以前多了，但多了電

子產品，令到買實體玩具的人更少

了。

記者：你對於前景有什麼看法呢？

店主：網購是玩具店最大的對手，它們不需負擔租金和人工，定價方面會比實體

店優勝。而且入貨方面比以前更方便了，批發商多了，很多途徑都可以入貨，開

網店門檻又低，因此競爭都很激烈。我們日日坐定定看鋪，與街坊建立感情，許

多客人由細幫襯到大，交流玩玩具心得，很開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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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店訪問 (二)  - 深井能記燒鵝飯店

記者：請問貴店始創於幾多年 ?

店主劉先生：我們的店成立於 1962 年，是由我先父所創立的。

記者：你父親當初為什麼會開設燒鵝店呢？

劉：在衣食住行中，食是人人都需要，而我爸爸最喜歡食，
又鍾意煮，所以開食店，可以賺錢又有得食，哈哈。

記者：深井燒鵝有什麼特別 ? 為什麼咁出名？

劉：深井燒鵝與其他地方的燒鵝分別很大，
我們的鵝每日由廣州冰鮮運到，肉質保存得
好。而且，政府自八十年代開始因環保理由，
有法例限制之後新開的食店停止使用碳爐燒
烤，所以其他食店都是用電爐或汽爐燒，沒
有了碳燒的那種獨特的風味。用碳爐燒鵝，
應該剩下沒有幾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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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你們飯店在六、七十和現在的運作模式有沒有分別呢？

劉：基本上分別不是太大，主要是現在來貨的貨源鵝隻衛生
程度比以前好了很多，以前貨源主要在元朗活鵝場出產，當
時沒有雪櫃冷藏，因此在鵝劏殺之後即時運來，如果運輸延
誤，食材就會不夠新鮮。現在有了冷藏櫃保鮮效果好得多。

記者：在市場方面有沒有什麼轉變呢？

劉：現在的市場競爭大了，比以前難做，而菜式方面亦要因應市
場需要而不斷改變，以前除了燒鵝外，都是一些簡單的菜式，如
蒸元朗烏頭魚、九菜豬紅等潮洲菜式。現在需要很多獨特款式，
與時並進，要經常推出新菜式，才可以留住客人。

記者：對於前景你的什麼看法嗎？

劉：有的，雖然老店有老店的優勢，因為熟客多，但我們也會出現青
黃不接的情況，例如用炭燒鵝的技術，如果沒有人學就會失傳，所以
我也很想保存這種燒燒鵝的技術，將它傳承下去，失傳了就太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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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作品

襯衣上的燒鵝香                                    鄔卓穎 

幾年前的聖誕節，爸爸媽媽帶着我到深井的能記吃燒鵝。還記得爸爸當時說：「能記是老字號，
每日出品的燒鵝肉質鮮嫩，令人齒頰留香，爺爺以前經常帶着我們過來光顧呢 !」當日燒鵝的肉
汁四溢，皮脆內嫩，碳燒香氣滲進襯衣裏外，久久不散，令人一試難忘。想不到數年後，我能重
臨故地，更有機會親自訪問店主劉先生，真是相當有緣呢 !

能記燒鵝創立於 1962 年，現在的店主劉先生是子承父業，把店舖發揚光大。劉先生告訴我們，
能記的燒鵝與區外的大有不同，鵝隻每天由廣州冰鮮運到，保存得宜，肉質新鮮；更是香港僅有
數間仍採用碳爐燒烤的店舖，所以燒鵝風味獨特，街知巷聞。

看着陪伴自己長大的老店，劉先生略有感觸，只當初父親因為喜歡吃東西，更喜歡煮東西，所以
才決定開店。現在為了留着顧客，更需與時並進，增加菜式，例如蒸元朗烏頭魚等，才能保持競
爭力。只是留得住客人，但卻未必能引入年青的員工，恐怕炭燒燒鵝的技術就要失傳了，說時不
免有點失落。

這時候，我暗暗對自己說：「放心吧，劉先生！我一定會幫忙宣傳，讓更多人知道能記燒鵝的大
名，讓更多人知道炭燒燒鵝的藝術！」說起來，我又好像嗅到襯衣上的燒鵝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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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燒鵝                                        駱欣然

聽到深井能記燒鵝店主劉先生說他的爸爸因為鍾意煮野食所以開辦了一間專賣燒鵝的食店，然後
便可賺錢養活一家人，一家人又會一齊在店舖上班，真有趣。劉先生說他們店舖的燒鵝是用碳爐
燒烤，我很好奇這跟我們到郊野公園燒烤是一樣嗎？真有趣。

另一件我覺得有趣的事原來元朗以前有養鵝場，想像一下養鵝場的風光，養鵝人的生活是怎樣的
呢？劉先生說現在的鵝都由內地冰鮮送到香港，有先進的冷凍技術，他說這樣可以保鮮得更好。

劉先生又說他們有很多熟客，很多由後生開始幫襯，慢慢帶埋太太和小朋友，小朋友長大後又結
婚生小朋友，很多是一家三代人都來幫襯，真有趣並且很溫馨。一間店舖會有客人幫襯幾十年，
真有趣。

最後，劉先生話擔心用炭燒鵝的技術失傳會太可惜，我也擔心吃不到美味的食物，希望有更多年

青人學習用炭燒鵝的技術，讓更多人可以享用到碳爐燒烤的燒鵝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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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場沒有的涼茶舖                                 龍子琛 

小時候，跟著爸爸媽媽去旺角逛街，記得他們說：「好熱氣要食龜苓膏。」於是便來到一個十字路口，門口

當眼處有個金色的很高很大的「茶壺」的涼茶舖，店內放著一杯一杯和一碗一碗黑色的啫喱，上面都有透明

膠片蓋著。還記得那次我嚷著要吃啫喱，媽媽不許，但爸爸偷偷地給我試了一口。嘩啦，苦得我吐出來，要

立即飲水解苦，爸爸媽媽則哈哈大笑。從此，我只知道黑色啫喱是苦的，媽媽說這是苦口良藥，中華文化傳

統哩！

今次參加「看得見的老店故事」計劃，導師和我們計劃訪問涼茶舖，可惜因為疫情嚴重去不成，最後用視象

方法聽到一些有關涼茶的知識。涼茶原來不是茶，是以特定的中草藥烹煮而成，有祛濕降火、解燥消暑和防

治感冒的功效，怪不得爸爸說熱氣就要飲涼茶啦！

涼茶原來有很多種，有清熱的五花茶和夏枯草，還有廿四味、廿八味、火麻仁，名字都很有趣，據說有不同

功效呢。涼茶更在 2006 年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真犀利。不過，我逛商場很少看見涼茶舖，

反而在便利店有膠樽裝涼茶，跟汽水果汁放在一起，和我在涼茶舖看到的不大一樣，或者因為便利店沒有那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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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熱解毒飲涼茶                                    朗晴

涼茶原來有很多種，有五花茶、廿四味、火麻仁和崩大碗，名字都很有趣，可以醫治不同「病」，
例如生飛滋、熱氣、清熱和去火，可是這些「病」和醫生說的傷風和感冒又不一樣。導師說涼
茶列入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勁。

今次參加「看得見的老店故事」計劃，導師和我們計劃訪問涼茶舖，可惜因為疫情嚴重去不成。
不過平時逛街都在旺角見過涼茶舖，也飲過五芯茶，婆婆說是用五種花一齊煮，所以叫五花茶，
小朋友出汗多就要飲。其實我不明白的，不過都是把一碗五花茶飲了，味道苦苦地，但又有甜
味，不可口。不過婆婆誇我乖，我覺得自己身體好像比前強壯了。

知道涼茶舖越來越少，覺得很可惜，因為涼茶在很久以前已經有，一定是有功效的，希望政府
可以保育它們，否則可能有一天香港再沒有涼茶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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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車叔叔」幫人做衣裳                   黃智宸

我畫的是「舊式衣車」，因為它是
我從來沒有見過，覺得這個物件形
狀很新奇而且有趣，它有個主人叫
「衣車叔叔」。「衣車叔叔」慨嘆
車衣這行業逐漸式微，生活艱難，
可是我並不明白。

原來舊式衣車的用途很多，穿上線
轆，「衣車叔叔」只需踏上腳掣，
就能製成、修補和裝飾衣服。以前
我曾經在舊式古董店見過舊式衣車，
我喜歡它，因為它很有香港特色，
個子小小但用途多多，平凡的一塊
布被它車一些線就能變成一件衫，
讓人穿得很舒服。駕駛「衣車」的
人集中精神，一條一條線車出來，
每針每線都是心機。

如果舊式衣車消失了，我會感到很
可惜，因為舊式衣車歷史悠久，充
滿了以往的回憶， 而且屬於香港人
的集體回憶，有傳統特色和氣氛，
所以希望這個手藝承能夠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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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繪廣彩瓷                               唐宇山

手繪廣彩瓷即是廣州彩瓷，它有近
300 年的歷史。我選擇畫手繪廣彩
瓷，因為我覺得它形狀有趣，顏色
美麗， 我曾經看在家裏和博物館展
覽看過這個物件，很好奇這件物件
是如何製作出來的。

原來香港曾經有過手繪瓷器廠，但
已式微。原來製作彩瓷並不簡單，
首先現在瓷器上勾線，畫出線條，
然後再上色，而填色是很難掌握。
陶瓷能夠作為日常飲食工具、裝飾，
擺設及作為送禮用品，用途廣泛。
而且手繪陶瓷款式及色彩吸引、手
工精細，製作者用心製作，而且每
件製成品都獨一無二，所以我很喜
歡。如果手繪陶瓷店舖消失，我會
覺得很可惜，因為這個手藝不能承
傳下去，這些店舖歷史悠久，又有
傳統特色，值得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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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繪廣彩瓷                                                              唐思蔚 

在眾多有傳統特色的店舖之中，我
最喜歡的店舖是手繪廣彩瓷舖，因
為我曾經看過這件物件，覺得形狀
很有趣，色彩繽紛，很想知道香港
有沒有製作這些物件的店舖。 

原來香港曾有很多不同手繪廣彩瓷
器，例如有碗、茶壼及花瓶。我家
裏的都有這些擺設，同時，我在舊
式的古董店都看過這些物件。我喜
歡這個物件，因為它的色彩吸引、
製作者用心製作、保留了傳統的文
化。在訪問資料知道，廣彩瓷的製
作工序不容易，要人手畫，所以耗
時及成本高。因為製作者很用心製
作，所以這些物件很適合用作裝飾
擺設及送禮。如果有機會，我也想
到手繪廣彩瓷店舖購買瓷器及嘗試
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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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繪廣彩瓷                                    陳翰

導師在「看得見老店故事」計
劃分享了不同的傳統店舖的資
料，而我認為最有趣的店舖是
手繪廣彩瓷，因為我從沒有看
過這個物件，所以覺得很好奇，
很想知多些有關製作這件物件
的店舖。

原來廣彩瓷有很多的圖案，而
且有些圖案都是獨一無二，有
很多的款式。我覺得手繪廣彩
瓷的手工程精美，而且有很多
不同的圖案，製作過程複雜更
能夠顯得製作者用心製作。我
認為適合作為送禮和擺設，我
希望能到這間店舖參觀，如果
可以，希望能夠嘗試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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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袍                                    陳依霖 

旗袍是民初時期十分流行的服裝，
這次「看得見老店故事」計劃中，
我選擇了用和諧粉彩的方式繪畫旗
袍，我選擇了解旗袍的原因是我覺
得旗袍的色彩很漂亮，我覺得新年
或節日都可以穿着，想知道它是如
何製作的。

原來做旗袍最快也要三至四日時間，
需要製作者用心製作，而有些旗袍
的款式和圖案不一，所以我很喜歡。
如果旗袍店逐漸式微，我會覺得很
可惜，因為旗袍能保存著製作者的
心意，歷史悠久，值得保存、有傳
統特色及可以將傳統手藝保存。我
曾在博物館的展覽看過旗袍，如果
有機會，我希望可以到旗袍店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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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袍                                      菲莎

我覺得旗袍色彩漂亮，又有不同的
圖案及款式，很有中國的色彩，令
我很好奇。我曾經在新年或節日看
到別人穿着、也在婚禮嫁娶宴會中
看見，覺得很漂亮。

原來客人選好布料及款式後，旗袍
師傅會為客人量身，再剪樣，然後
做一些簡單縫合，再叫客人過來試
身，試完身要把所有線步全部拆掉，
從頭再縫過，按需要加裏布、企領、
鑲邊、花紐。所以這個製作的步驟
一點都不簡單，這也是我喜歡的原
因，因為製作者用心製作，而且手
工精美，無論色彩及圖案也吸引我。
如果這間店舖消失了，我會覺得很
可惜，因為這個物件具有傳統特色、
藉得保存旗袍師傅的手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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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袍                                    梁凱殷 

去日本要穿和服，去韓國要穿韓服，
在中國呢？腦中第一個浮現的就是
旗袍。旗袍是中國國粹，它的花紋
多含中國特色，裁剪凹凸有致，突
出女性賢淑、典雅、溫柔、清麗的
性情與氣質。圖中除了旗袍，還凸
顯了蝴蝶、花和飛燕等圖案，令人
懷念久遠年代的那些歷史和文化。
背景因和諧粉彩而顯得朦朧，似乎
讓人坐上了時光機「回到過去」，
體味中華文化特色。

大時大節在街頭如果見到有人穿著
旗袍，是一件多麼舒心養眼的事啊！
希望旗袍文化及旗袍店舖可以繼續
流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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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潮，所以我覺得老店在 90 年代對人們來說也很潮，感
想 -20 年代在 21 年代的東西已 OUT。

我喜歡雪糕店， 因為全部在吃雪糕的人都很快
樂！我最喜歡吃的是雲呢拿和朱古力口味的雪
糕。

時裝店                        丘婥言

雪糕店                  何心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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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舊的糖果店現已不多了，我們要珍惜啊。

我喜歡糖果店。

糖果店                           曾海柔

糖果店                        譚子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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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香港傳統老店如果消失了會很可惜 , 因為香港傳統老店
含有本地舊文化。

體育用品店                      譚俊希 

書店                    Fok Pak Yin

香港以前有很多舊式書店，但現在已經越來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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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香港每一間老店都有非常獨特的地方，但香港的老店
越來越少，希望我們能有方法可保留它們。

廿四味配山楂餅，媽媽說喝完可以清熱，對身體有益的！

玩具店                      Fok Pui Yin

涼茶鋪                        關依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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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因為疫情所以我下午不用上課，帶著好奇的心去參加這個「看得見的老
店」工作坊活動。老師給我講許多香港老店故事，包括：蛇鋪、玩具店、文具店、
鐘表店、燒鵝飯店等等，我覺得非常有趣和新鮮，因為爸爸媽媽平時都是帶我
逛商場。

老師教我畫出自己的「舊式玩具店」，我想像的舊玩具店，當中有個年青的男
店長，他會向顧客介紹所有玩具，我所畫的玩具包括：氣球、籃球、陀螺、水泡、
欖球、羽毛球、玩具車和毛公仔。之後，我正正經經地用不同的木顏色，把圖
畫加添了色彩。最後，老師教我們用黑色油性色筆把人物和物件綑邊，這樣可
以令所畫的圖畫更加明顯和突出，最後，終於完成了我的「舊式玩具店」圖畫。

老師告訴我這些舊式店舖「買少見少」，要好好珍惜。
今次的活動和之前學畫畫有點不同，我可以從畫畫當中知道一些香港舊店舖的
特色，從而令我對香港歷史和文化加深了解和認識，十分多謝老師。

我有一間玩具店名叫加特林玩具店，已然開業 50 年了 !
我每天都在這裏工作，雖然這裏面積很小，又沒有空調。但是我很愛
它，因為我每天都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我可以念出他們的名字。我
的玩具比大型玩具店的玩具便宜很多，客人很喜歡。

我養了五隻貓在店內陪我，街坊都很喜歡牠們，經過的時間會打招呼，
很受街坊的寵愛。

我想加特林玩具店繼續存在，可以由我的子孫經營。

玩具店                           蔡卓朗 

玩具店                       陳以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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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魚店熙熙攘攘，迎面的店舖內掛滿整齊排列的膠袋，  
形態各異的魚仔，琳瑯滿目，魚兒彷彿在向我撒嬌，央求
我帶牠回家。

玩具店                         鄭浠浵

金魚鋪      藍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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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白藍的雜貨店，老闆悠閒地整理舖內的物品，汽水薯片西
瓜球，很有香港特色！

士多，是香港最地道的文化。懷舊士多充滿了香港特色與
情懷，各樣玩具，牆上的海報和地証的一磚一瓦，令人充
滿無限回憶。

雜貨鋪     簡暟曈

士多         韓熙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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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內最出名也最受人愛戴的食物小店，大家也喜歡吃豆腐喝
豆漿嗎 ?

菜檔的蔬果顏色鮮艷，看上去很像彩虹，真令
人感到愉快。吃過它們，還可以身體強壯

豆腐店      謝善存 菜檔                   龍穎心



33

文具店內放滿各類揮春，紅封包，大吉和招財貓。準備迎接新
年到來。

玩具街的老店人山人海，充滿熱鬧氣氛，鐵皮玩具， 
洋娃娃，扭蛋玩具，一起出發尋寶去。

揮春店            鄭梓諾

玩具店          鄭可潼



34

雜貨舖內擺放各色各樣的貨品，和超級市場一樣啊！ 經過深水涉舊區，總會被布匹店內各式各樣的布紋吸引，三
角形，波點，碎花，你喜歡哪一匹呢 ?

雜貨舖                     樊曉彤 

布匹店                          劉爾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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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亮的女生和朋友，今次到了懷舊冰室吃菠蘿包和喝紅荳冰，
乾杯！

在街市中總會被肉店哥哥「二十蚊斤 」豬腩肉吸引去望。
他手起刀落， 熟練的刀法令我震驚又敬佩萬分。

冰室                           鄒嘉懿

肉檔                         楊鼎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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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的鮮魚店，老闆總是忙替客人去魚鱗。舊式的磅也令
我眼界大開，很有趣。

涼茶舖有很多茶，每次經過總會嗅到一陣陣藥材味，喝過
後才會體驗到「苦口良藥」啊！

鮮魚店                     楊悅澄

涼茶舖                        黃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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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辦年貨，媽媽總會帶我到南貨舖，買些冬
菇和乾貨，每次經過南貨舖，令我聯想起新年
熱鬧喜慶的節日氣氛。

在早上小美去了魚市場買魚，有很多不同種類的魚，今晚聖誕節
可以吃大餐。

南貨舖                 黃鈅晉

鮮魚店                             黃雪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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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店內包羅萬有，西瓜波，坦克車，沖涼小鴨，簡直是老少
咸宜的好地方。

舊街市裏的雜貨舖，我總是很好奇高高掛的鹹魚和照雞
蛋的燈，很有趣啊！

玩具店                        黃柏晞

雜貨舖                      黃芷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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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式街市代表了六、七十年代香港文化， 到現在已經越來越少
了， 大部份市民會去超級市場。

眼見舊式理髮店在香港越來越少，希望以畫作將舊式髮
廊留念。我認為最特別的是理髮店中的舊式理髮凳和剃
鬚服務，然而新型的理髮店卻無法看見。

街市                             黃兆麟

理髮店                       黃永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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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去長洲都很喜歡幫襯這間老店。

香港以前有很多辦館這類鋪頭，會賣洋酒、糖果等。

魚蛋檔                       馮柏晴

辦館                           馮柏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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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式店大多數都是一位老伯伯做老闆。但這家是一位青少年開， 
把舊式店增添不少青春氣息。

魚蛋店內有不同口味的魚蛋，咖哩味，牛肉味，清湯
味，你喜歡哪款呢 ?

士多                                曾媃

魚蛋檔                      陳逸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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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式香港的一條小巷中，前舖後居的生活方式，暖暖的鄰里關係， 
五仙一串魚蛋，七十年代的香港真有趣。

老伯伯的玩具舖有齊我最喜歡的玩具，如果全部都屬
於我就好了！

涼茶店                          陳凱澄

玩具舖                 陳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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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餐廳內的一角，香港特色奶荼，配件菠蘿油和一份報紙， 
爸爸的優閒早上。

今天我到了舊式玩具舖參觀，看見很多玩具並不是整齊
排列，而是被高高掛起，哎呀！會否掉下來的呢 ?

茶餐廳                       陳彥澄

玩具店                       陳泋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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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辣辣地吃麵，舊式香港店舖未必有冷氣，幸好有懷舊
風扇為我們送來陣陣涼風。

和哥哥到舊式酒樓吃飯，地板的花紋整齊排列，點心的香氣
從蒸籠溢出，我們開動了！ 好味！

酒樓                           陳明心

麵檔                          陳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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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面佈置雖簡樸，但店內飄出香氣伴有濃濃蛋香味，卻令人
垂涎三尺，真令人回味無窮。

每次我都十分期待來到這家果汁店。老闆娘總會
介紹時令水果，還會分享最美味的果汁配搭， 
是十分有人情味的水果店！

小食店                          陳可言 果汁店                  郭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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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式果汁店，新鮮製造各款果汁，可以自由配
搭。相比起只有一包包果汁飲品，這個真有趣。

六十年代的花店，由主人親手經營，細心打理新鮮花材，迎接
新的一年。

果汁店                  郭卓嵐

花店                             莊焯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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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媽媽帶我去了老店選購洋娃娃，既精美又特別，老闆娘還
替我放入了一個紅紅的膠袋，我們開心地挽著它回家。

油麻地果欄，水果店的水果五花八門，種類煩多，水果
的香氣撲鼻，琳瑯滿目令我流連忘返！

玩具店                           梅卓瑩

果欄                         梁獻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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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舊髮廊的外牆油漆大多數經已剝落，給人一種古老的感
覺，老師傅熟練的手法，手起刀落很快就為客人換了新形
象。

在街邊即做即賣的雲吞麵店，以鮮蝦或豬肉配與上湯，遠
遠就嗅到它的香味了！

理髮店                         梁俊賢

雲吞麵店                      梁采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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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多是七十年代細路哥的聚腳地，舊廣告牌，鐵餅罐，洋酒，
西瓜球。在士多內可以讓香港人甚至外國人了解是地道香港文
化。

清晨時分，平時鬧哄哄，人山人海的街道，此時此刻， 
街道杳無人煙，悄無聱息。

士多                            梁子芊

街鋪                         張晞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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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苦啊！熱氣的時候媽媽會帶我去喝「廿四味 」，一碗「黑
炆炆 」的飲料包涵了中國人的智慧和民門精髓。

這個玩具店充滿了快樂和歡笑聱，這地方是小孩們的「天
堂」！

涼茶店                         張苡晴

玩具店                        張心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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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店內有我創作的角色人物和卡通公仔出售，因為位置不夠，
所以把部份玩具掛高了，這是很有香港特色的。

海味店真令人大開眼界，花膠，鮑魚，海馬還有小海星， 
原來牠們都具有藥用價值和功效，希望各人也可以身體
健康，抗疫成功！

玩具店                           香尚行

海味店                      周潔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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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式店舖含有很多中國文化和元素充滿爸媽童時的回憶。

香港融匯中西飲食精髓，其中最地道的一定是麵
包店，前舖售賣麵包，後舖廚師們默默生產，保
證給最新鮮的麵包客心人吃。

玩具店                    周希諺 麵包店                  杜凱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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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瓦舖在香港越來越少，但每年花市，新年時節總會看見， 
它們代表中國傳統的工藝精神。

一位姨姨坐在衣車前，用熟練的技巧製作和裁剪出很多漂
亮的裙子。

工藝店                          杜心悠

改衣店                       李佳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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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歡吃小食。

今天乘上時光機，回到七十年代的士多。士多是便利店的
「始祖 」，汽水櫃，冰條，波子，扭蛋機，士多氣氛充
滿人情味，舒心自在。

小食店                          吳冠臻

士多                          何紫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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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這次活動，我認識甚麼是老店舖，我也學會了如何繪畫店
舖，我很開心，非常感謝老師的教導。

老店消失了，我很不開心。那些老店充滿了爸爸媽媽的
兒時回憶。現在老店消失了，我沒法分享到，感受到爸
媽的童年生活。更多回憶流失了。我現在要花多點時間
與爸媽去找老店，看老店。

文具店及玩具店                  許樂嬈

玩具店                       黃廷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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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後，知道原來有老店的存在。我一向喜歡昆蟲，而有
「蛇」所以我就用這個主題。

我想開一間充滿特色的店舖，我選擇了一間糖果店。

蛇店                          鄧柏翹

糖果店      鄧曉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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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貨店是超級市場的前身，充滿香港人的回憶。

人聲鼎沸的茶餐廳，食客竊竊私語，侍應來來往往，叉
燒飯，腿蛋麵，香港人是這一幕應該不會陌生吧！

雜貨店                           伍芷萱

茶餐廳                       王玥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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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街頭小食雞蛋仔舖充滿雞蛋香味，外脆內軟，真是百吃
不厭。

媽媽說小時候未有超級市場，婆婆都是到雜貨舖購買食
材，這幅畫作正好可以讓媽媽重拾兒時回憶。

小食店          何凱琳  

雜貨店                       江廷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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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店是香港的一種獨特的傳統 , 值得小朋友去認識。

我家附近有一所冬菇亭， 歷史悠久，別有一番風味。

寵物店                          鄧曉嵐

大排檔                        謝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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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名單

1. 鄔卓穎

2. 駱欣然

3. 龍子深

4. 朗晴

5. 黃智宸

6. 唐宇山

7. 唐思蔚

8. 陳翰

9. 陳依霖

10. 菲莎

11. 梁凱殷

12. 丘婥言

13. 何心瑤

14. 曾海柔

15. 譚子蔚

16. 譚俊希

17. Fok Pak Yin

18. Fok Pui Yin

19. 關依晴

20. 蔡卓朗

21. 陳以淳

22. 鄭浠浵

23. 藍尉

24. 簡暟曈

25. 韓熙怡

26. 謝善存

27. 龍穎心

28. 鄭梓諾

29. 鄭可潼

30. 樊曉彤

31. 劉爾喬

32. 鄒嘉懿

33. 楊鼎賢

34. 楊悅澄

35. 黃穎婷

36. 黃鈅晉

37. 黃雪晴

38. 黃柏晞

39. 黃芷晴

40. 黃兆麟

41. 黃永榛

42. 馮柏晴

43. 馮柏朗

44. 曾媃

45. 陳逸謙

46. 陳凱澄

47. 陳栩然

48. 陳彥澄



61

49. 陳泋荍

50. 陳明心

51. 陳向日

52. 陳可言

53. 郭箴言

54. 郭卓嵐

55. 莊焯琳

56. 梅卓瑩

57. 梁獻允

58. 梁俊賢

59. 梁采兒

60. 梁子芊

61. 張晞晴

62. 張苡晴

63. 張心悠

64. 香尚行

65. 周潔錡

66. 周希諺

67. 杜凱盈

68. 杜心悠

69. 李佳倩

70. 吳冠臻

71. 何紫嘉

72. 許樂嬈

73. 黃廷鈺

74. 鄧柏翹

75. 鄧曉悠

76. 伍芷萱

77. 王玥迦

78. 何凱琳

79. 江廷皓

80. 鄧曉嵐

81. 謝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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