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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物浦—— 
海洋商業城市市 
2004 年列世界遺產名錄 
 

聯合國 
教育育、、科科學學 
及及文文化化組織 

利物浦    世界遺產城市 

利物浦正處於經濟復甦、COVID 後的前景，以及其當前

世世界界遺遺產產資格的關鍵時刻。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當

地、國家和國際層面給出的決策將影響這座城市未來的

每個階段。利物浦一直是世界級的遺產城市————擁有精美

的建築、世界一流的海濱、以人為本的文化資產————更更是是

先先鋒鋒之城。於 2004 年獲得聯合國教育育、科科學學文化化組織

承認其其海海洋洋商商業業城城市市地地位位，並列世界遺產產名名錄錄。被定義

為「英國最俱全球影響力時期的的商業港口最最高高典範」，

利物浦的世界遺產排名與其他國際知名歷史城市並列，

如如愛丁堡、巴斯、波爾多和威尼斯。 

世界遺產產。據我們的判斷，將其除名名對利物浦會會造成

損害，但但是是對英國、聯合國教育育、科科學學及及文化化組織，

以及更廣泛的世界遺產運動，將造造成成更大的損害。 

本本文件是是提醒我們利物浦列列世界遺產產產的緣由。旨在說服

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不要將利物浦從世界遺

產名錄中移除，而是與我們合作，因為我們堅信利物浦在

這個精英榜上佔有一席之地。  本文文件件也旨在表明利物浦

深切在乎其所擁有的文化遺產，也擁有計劃與流程來維持

與突顯其文化遺產，做為這座城市今後成功的重要根基。

本文件的關鍵信息闡明了，近年來，利物浦浦在其社會、經

濟、文化和實體歷史環境上的持續投資，其文化遺產的角

色，將發揮該城市持續發展與繁榮的作用，攜手城市利益

相關者一同進行有保障的治理方式。 
然然而而，，這這一一殊殊榮榮譽譽現現正正受受到到嚴嚴重重威威脅脅。。  

2021 年年 7 月月，，聯聯合合國國教教育育、、科科學學及及文文化化組組織織世世界界遺遺產
委委員員會會將將召召開開會會議議，，考考慮慮將將利利物物浦浦從從聯聯合合國國教教育育、、科科

學學及及文文化化組組織織名名錄錄中中移移除除的的可可能能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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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利物浦面臨被移除的威脅？
 

主要原因是沿城市北海岸線的重大重建提案，雖然現在處於開發

進程，但幾十年來已經被遺棄並且使公眾無法進入。聯合國教

育、科學及文化組織認為，儘管這些提案只影響聯合國教育、科

學及文化組織的六個世界遺產特點中的其中一項，但是會不可逆

轉地損害整個世界遺產所強調的普遍價值。  然而我們不敢苟同。  

像利物浦這樣世界遺產城市，是勇於協調歷史與未來聲音的關鍵

範例。利物浦希望保留其傑出的文化遺產作為城市未來的一部

分，就必須結合對————英國的————實際上是歐洲的————最大經濟及社會

挑戰地區————利物浦北部最為癈棄的地區急需至外來投資。  這就是

這座城市的核心困境。為這些社區以及人們提供更光明的未來，

對這座城市是至關重要的。如果世界文化遺產的資格嚴重限制了

利物浦改善其民眾的經濟前景的能力，也是對整個城市的領導人

提出了巨大的經濟、社會及道德的挑戰。然而，我們相信世界文

化遺產資格，是朝新榮景前進的關鍵之一。 

這座城市已經意識到，並對其遺產進行大量投資，使其成為其持

續經濟復甦的關鍵驅動器。這座城市因其重要的文化與遺產，受

到了越來越多的國內與國際的讚譽。我們相信該城市的經驗及其

近期的政策，充分表明成長與保存是互相支撐，而非相互排斥。

我們對促進兩者的承諾鞏固我們對當前世界遺產的管理計劃

（2017-24）中規定的遺址的未來願景。 

市議會及其公共、私人及社區合作夥伴、機構都致力於確保利物

浦的世界遺產資格得以保留下來，作為這座城市復甦的引擎之

一。我們希望繼續與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合作，繼續獲

得世界遺產資格所帶來的繁榮。我們相信，聯合國教育、科學及

文化組織、英國政府與利物浦有絕佳的機會，共同攜手處理這一

關鍵問題。我們相信，它符合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增進

社會價值的政策，符合成為世界遺產的益處、也重振英國政府的

雄心。我們希望深入且詳細地探索這些可能性。 

利物浦世界遺產工作及指導團隊合作夥伴 - 2021 年 5 月

 

 

 
 
 
 
 
 
 
 
 
 
 
  
利物浦當時和現在 - Cunard liners Campania（約於 1900 年）以及 2011 年的瑪麗皇后二號（Queen Mary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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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物浦 - 歷史悠久的城市
  

利物浦從默默無聞到成為世界海港的顯著發展始於 18 世紀早

期，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個商業泊船渠。由於大量投資和持續的技

術創新，在 1907 年利物浦成立 700 週年之際，這座在當時超過

7 英里長的碼頭在 Ramsay Muir 的歷史上被讚揚為「人類意志

和力量所創造的同類作品中最偉大的作品」。同樣的創新與進取

精神，在伴隨而來更高樓的人造倉庫建築及宏偉的「貿易宮

殿」，充分體現海洋商業城市的典範，無愧於其當時「英國最俱

全球影響力的時期」的「第二帝國城市」人造建築環境地位。 

突出豎線條建築技術發展的天際線編年史————1863 年，奧里爾·錢

伯斯辦公大樓（Oriel Chambers）成為世界上第一幢以金屬框玻

璃幕牆為特色的建築，替在該城市各地建造高樓的發展做了準

備。皇家利物大廈（Royal Liver Building）建於 1911 年。位於

前喬治碼頭（George’s Dock）流域內，其創新使用金屬框架和

鋼筋混凝土的結構，被公認為歐洲第一座「摩天大樓」，最高點

98 米。 

追求同樣的技術創新結合與高品質設計，碼頭工程師 Jesse 

Hartley 和他的繼任者，成就了多項運輸中的「第一」，進而促

使海港得以擴張、繁榮。繼早期的收費公路和運河將蓬勃發展的

海港與其腹地連結後，隨後出現了公路及鐵路的重大創新。金鐘

道隧道（Queensway Tunnel）是世界上最長的公路隧道，於

1934 年開通，由當地建築師 Herbert Rowse 設計的其壯觀的通

風塔與結構，豐富了利物浦的世界遺產。世界上第一條連接曼徹

斯特和利物浦的客運鐵路：當地鐵線路延伸到市中心時，又一個

地區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萊姆街車站（Lime Street 

Station），自誇擁有世界上最大的鐵造屋頂。 

穿過萊姆街（Lime Street），聖喬治大廳（St George’s Hall）

有著創新的供暖與通風系統，是維多利亞時期「利物浦

（Liverpolis）」的化身，一個致力於文化、商業和文明的城邦。

Muir 將這座 

宏偉的建築描述為「這座城市最引以為豪的建

築」、「現代世界最高貴的建築之一」，象徵

並體現了這座城市在惡名昭彰的奴隸貿易廢除

後重新定位（並復甦）的努力。這是利物浦為

改善其形象和身份而進行的一系列品牌重塑/

場所營造活動中的第一步。今天，當我們重新

審視奴隸貿易和利物浦在殖民、帝國和全球歷

史中的角色時，公眾對利物浦奴隸紀念碑的支

持高漲，以批判的眼光探索和反思這個城市的

財富來源。 

 

聖喬治大廳（St George’s Hall）宏偉的大禮堂

「日（Day）」的人物雕刻

—— 

 

默西河隧道大樓(Mersey 

Tunnel building,)， 

 
喬治碼頭（George’s 

 

1865年的利物浦海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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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物浦 – 囊括世界的城市
 
  

除了其實體遺產以及宏偉的建築環境，利物浦還以其非實體遺產

而聞名，刻畫出全球大都會的面貌————囊括世界的城市————默西塞德

郡（Merseypride）的當地風情，以及獨特的利物浦文化。 

世界性的文化多樣性，源自港口主導在大西洋非自由和自由人口

流動的作用。利物浦現在承認(並後悔)自己在 18 世紀和 19 世紀

早期惡名昭彰、可恥的奴隸貿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很快將移

至皇家阿爾伯特碼頭（Royal Albert Dock）享有盛譽的新址，國

際奴隸制博物館（International Slavery Museum），是為了尋

求利物浦懸而未決歷史的居民和遊客，必不可缺的第一站（或停

靠港）。廢除奴隸貿易後，利物浦作為帝國的門戶和連接舊世界

和新世界的人類和商業轉口港，在人們跨海自由流動方面，發揮

了主導作用。作為世界海港，利物浦吸引了來自愛爾蘭海、黑色

大西洋及其他海洋，無論是過客、旅居還是定居的各族群。正是

這種國際化的存在，才使維多利亞時代的利物浦與眾不同，倫敦

新聞（London News）在 1886 年認定 

這個偉大的海港是「世界奇蹟」。 

「是歐洲的紐約、是囊括世界的城市，絕不僅是英國的省會城

市」。給愛德華時代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指南所說：在

古代，人們常說「條條大路通羅馬」。今天， 

所有的海洋都通向利物浦，即使不是終點站，至少

也是世界範圍內國際運輸的交換所，或是票據交換

所。地球上沒有任何地方，無論來自多麼偏遠的地

方，「人們都能在利物浦的棧橋上遇見其故鄉

人」。其他的旅行指南把棧橋描述為世界上最美妙

的地方。各种各樣的人，各種膚色的人…………似乎來

自各地的人都聚集在此。今天的郵輪碼頭是這一非

凡遺產的延續，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慶祝利物浦成為世界

遺產城市。事實上，許多遊客來到利物浦是為了追溯家譜根源。

1860 年至 1900 年期間，橫渡大西洋的 550 萬「流動的歐洲

人」中，有 475 萬人從利物浦航向其他目的地。1830 年代至

1930 年代，總共約有 900 萬移民行經利物浦。  

皇家阿爾伯特碼頭（Royal Albert Dock）及城市南部一隅 

1800年代後期離開利物浦前往紐約的乘客 

海王星

（Neptune） - 冠

達大廈（Cunard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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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際奴隸制博物館(International Slavery Museum)沿水邊走

一小段路，是另一個世界級的博物館：利物浦博物館(Museum 

of Liverpool)，在這裡，世界主義與地利物浦當地文化相融合。

這座博物館提醒人們，利物浦只是地理位置坐落於英格蘭北部：

這個城市過去(現在仍然是)是非常獨特的，在社會經濟結構、文

化形象和表達、政治歸屬、健康、飲食和言語方面與鄰近的工業

區有著巨大的差異。經過一個歷史演變的過程，利物浦，羅斯科

的早期維多利亞的商業和文化城邦，現在採用默西塞德人民共和

國的形式。利物浦雖然是一個遙遠的地方————一個處於邊緣的城市——

——利物浦擁有全世界公認的身份，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音樂。

冠達郵輪公司(Cunard)的美國人，從利物浦乘船橫渡大西洋，他

們的經歷促使進口美國的音樂，被默西節拍樂(Mersey Beat)吸

收和重新包裝， 

然後是這座城市最著名的出口————披頭四樂團(the Beatles )。利物

浦於 2015 年被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評為世界音樂之

都，研究表示其聲譽遠高於北半球任何其他同等規模的城市。

 
 
 
 
 
 
 
 
 
 
 
  
 
 
 
 
 
 
 
 
 
 
 
 
 
 
 
 
 
 
 
 
 
 
 
 

碼頭頂和北岸



北岸計劃與斯坦利碼頭（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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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利物浦——北岸的願景
 

利物浦現在第一次有了 

連貫整個北岸的願景和計劃，其中包括了許多世界遺產。於

2020 年 8 月推出————利物浦的北岸願景 

（Liverpool’s North Shore Vision），在該市最具挑戰性的社

區之一，以遺產的重生為導向，實現須謹慎對待的發展和城市的

重生，以及經濟繁榮的國際典範。目標是透過利用北岸社區的內

在價值，驅動並引導利物浦及其城市地區的未來成長與發展————

以城市遺產為主導，重新利用歷史悠久的舊碼頭、碼頭基礎設施

與建築物，以讚揚並確認其傑出廣布的價值，這些價值鞏固了其

全球海運商業城市的地位。 

該願景將引領利物浦被遺忘的要素及其傑出的遺產，進行須謹慎

對待的革新。北岸地區包括史丹利碼頭自然保護區(Stanley 

Dock Conservation Area)，為六個世界遺產特色地區之一，並

由三個相關的地區組成： 

• 史丹利碼頭複合式地區 (Stanley Dock complex)包括碼頭

水空間，兩個原來的 

 Jesse Hartley 倉庫，以及後來的巨大煙草倉庫； 

• 利物浦水域 (Liverpool Waters)——主要是被遺棄的水

域，佔地 60 公頃（150 英畝) 將北部擴展到包括布拉姆利-摩爾

碼頭(Bramley-Moore Dock)，新體育場埃弗頓足球俱樂部

（Everton Football Club）最北端，東邊為碼頭邊界牆至攝政

路。 

• 和十條街(Ten Streets)——佔地 50 公頃（125 英畝）的倉

庫和工業單位區域，位於被稱為十條街的區域內，從王子碼頭以

東延伸，然後超出斯坦利碼頭綜合體向北延伸——將以東的鐵

路線為界。 
 
該願景展示了該市如何直接應對北岸沿線的重大重建倡議，雖然

現正處於開發過程，但經過幾十年的遺棄，使得公眾無法進入該

區域。願景將引導現有及未來的發展————以將遺產和城市發展結

合起為目標，而不是相互衝突。旨在以協作與和諧的方式提供高

品質的革新和經濟成長。這在北岸地區尤為重要，失去了原先具

有經濟用途的多餘建築和空間，就只是一個殘留的廢棄碼頭。對

該城市在 Covid後的發展，無社會經濟或文化貢獻。 

斯坦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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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利物浦 - 保存以重生
 

城市擁有的良好記錄，是較近期的發展。隨著城市等級的上

升，對文化遺產的考量並不多。在維多利亞和愛德華時代的全

盛時期，要想獲得並保持全球地位，得採取美國式的城市發展

方式:是一個不斷創新和再開發的過程，拆除過時和多餘的東

西，為新生事物開創道路路，該城市在 1907 年的活躍，紀念

了這座城市 700 的周年。 

當歷史、地理和商業對利物浦不利時，人們的態度就改變了。

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投彈中遭到了嚴重的破壞，但這座英

國最優秀的維多利亞城市，其非凡的海濱和公共建築，避開了

一些 20 世紀後期最嚴重的「計畫性」破壞，也是利物浦在財富

減少情況下的一件好事。作為相對較晚進行重建的城市，利物

浦發現自己可以採用一種獨特的方法：透過保存以重生。 

正是對其遺產資產的增值，促使其申請世界遺產的地位，在政

府的支持下，也希望該殊榮得以使得利物浦在城市循環利用的

傳統，重新利用多餘和過時的地區。因此，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旨在促進更進一步的更新和發展，加強其歷史城市架構。 

近期，利物浦市議會的策略，是確保其歷史建築的免於面臨危

機，在英格蘭遺產委員會的支持下，達在英格蘭最高的保存成功

率之一。過去 10 年中，面臨風險的建築物數量已從 12%減至

3%以下。幾座已修復並重新投入使用的建築物，包括位於史丹

利碼頭，列為二級*登錄建築的北倉庫(North warehouse)、列

為二級*登錄建築的皇家保險大樓(Royal Insurance building), 

以及位於詹姆斯街，列為二級*登錄建築的艾伯恩塔酒店(Albion 

House)。 

這些建築物在改建為酒店後，經營得非常成功，而位於史丹利

碼頭的泰坦尼克酒店(Titanic Hotel)的成功，促使業主獲得規

劃許可和資金，將鄰近列為二級*登錄建築的煙草倉庫，重新開

發成有商業和展覽空間的公寓住宅區。持續的變化，改造閒置

空間，對利物浦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使得這座城市得以重新評

估和重新定位，成為歐洲北部最重要的文化首都之一。 

利物浦以熱情和決心，重新利用歷史建築————其建立於樂觀和創

新的精神，仍體現在其建築中。

  

史丹利碼頭的泰坦尼克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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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膽是這座城市的傳統，樂於嘗試新想法和開拓新技術。儘管

近年來經濟結構調整面臨巨大困難，但這種基本精神仍然存

在。傳統中有一部分是「利物浦的轉折變化（Liverpool 

twist）」，適應和重新利用進而產生戲劇性的變化————位於喬治

碼頭（George’s Dock）的三格雷斯（Three Graces ），隨著

一個決定，便不再具有商業重要性，三個象徵性的建築物建造

於此處。1715 年的「舊」碼頭被填滿並被海關大樓取代，戰後

又被商業辦公室取代，現為利物浦一號((Liverpool ONE))零售

商場。國王碼頭（Kings Dock）被填滿，現為利物浦競技場會

展中心(Liverpool Arena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re)。 

自 2010 年以来，在世界遺產地對遺產資產的投資，其中 75個

遺產名錄項目，投入共計 5.62 億英鎊。其來自一個更廣泛的計 

 

劃，投入 7.922 億英鎊，進行包括 94 個遺產名錄項目的投

資。同樣，在佔據利物浦市中心大部分地區之外的世界遺產緩

衝區中，44 個計畫中，遺產資產投資總額為 1.48 億英鎊。其

來自一個更廣泛的計劃，投入 17.98 億英鎊完成 122 個計畫。 

除了利物浦水域、十街和布拉姆利-摩爾碼頭之外，投資將繼續

進行，現今，2021 年，利物浦國家博物館 (NML) 制定了一項

令人驚嘆的計劃，旨在為每個人創造充滿活力、熱情和相關的

公共空間，讓每個人分享、享受和探索利物浦的豐富遺產。 

利物浦國家博物館希望重新吸引當地社區並賦予個人權力，讓

這個重要且極其豐富的海濱地區恢復生機。作為重新構想利物

浦濱水區的 10 年總體規劃的一部分，這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

項目將改造皇家阿爾伯特碼頭（Royal Albert Dock）和曼島

（Mann Island）之間的區域，振興利物浦國家博物館濱水區

設施。 

 

                                                                                                                                艾伯恩塔酒店  

國王碼頭 - 現為利物浦競技場會展中心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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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 

在世界遺產地完成的遺產資產投資的財務價值（英鎊）； 75 個遺產名錄項目，投入共計 5.62 億英鎊。其來自一個更廣泛的計劃，投入

7.922 億英鎊，進行包括 94 個遺產名錄項目的投資。 

 

2012 年 至 2019 年間  完成 現場 提案 

計畫件數 
價值 

計畫件數 
價值 

計畫件數 
價值 

列為一級登錄建築 6 1,450 萬英鎊 - - - - 

列為二級*登錄建築 10 1.326 億英鎊 - - 2 5,100 萬英鎊 

列為二級登錄建築 25 2.682 億英鎊 7 1.81 億英鎊 4 1,510 萬英鎊 

其他遺產資產 

34 1.473 億英鎊 2 750 萬英鎊 14 4,260 萬英鎊 

小計 

75 5.626 億英鎊 9 1.885 億英鎊 20 1.087 億英鎊 

表格 2  

在世界遺產緩衝區完成的遺產資產投資的財務價值（英鎊）； 44 個計畫中，遺產資產投資總額為 1.48 億英鎊。其來自一個更廣泛的計

劃，投入 17.98 億英鎊完成 122 個計畫。 

其中遺產計劃包括： 2012 年 至 2019 年間  完成 現場 提案 

計畫件數 
價值 

計畫件數 
價值 

計畫件數 
價值 

列為一級登錄建築 0 0 - - - - 

列為二級*登錄建築 4 800 萬英鎊 - - - - 

列為二級登錄建築 14 6,040 萬英鎊 1 200 萬英鎊 7 2,750 萬英鎊 

其他遺產資產 

26 8,030 萬英鎊 5 3,320 萬英鎊 11 1,040 萬英鎊 

小計 

44 1.487 億英鎊 6 3,520 萬英鎊 18 3,790 萬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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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治理 - 同調
 

利物浦對其遺產充滿了熱情，將無數的資產、場地、建築、團

體、合作和利益結合在一起。有許多慈善信託管理著一些歷史資

產，如聖喬治大廳（St Georges Hall）、藍衣文創中心 

(Bluecoat) ，以及利物浦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s 

Liverpool）。此外，承擔法定責任的公共機構和擁有土地或財產

的私人機構，襯托出其多樣性。 

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都把利物浦稱為，或者已經把利

物浦稱為「家」————無論是因為他們出生於此，還是因為他們把利

物浦作為一個生活、工作、養育家庭和享受的地方。這種合作不

僅讓利物浦獲得了豐富的城市更新、城市設計和歷史建築環境的

經驗，而且在國內和國際上皆有收穫。另一個共同的特質是，熱

情————對確保這座城市繼續繁榮發展的深刻理解、欣賞和願望，其

歷史遺產得到保護和加強。作為一個富有觀點和熱情的城市，利

物浦的多種聲音，有利其遺產的發展————在一個社區中，辯論的作

用是重視、保護和保存其遺產最重要的因素。這種熱情偶爾會被

誤解或扭曲————但其對善的熱情，總是能壓倒少數人的短視立場。

這座城市有同調的聲音。 

利物浦世界遺產地指導委員會是一個由不同合作組織組成的非執

行諮詢委員會，自世界遺產地被列入名錄以來負責管理。匯集多

元化的群體。該組織的作用是教育、轉化、建議和支持，以參與

更廣泛的公民社會。通過參與利物浦和默西塞德公民協會

（Liverpool and the Merseyside Civic Society）的成員資格，

該小組繼續受益於民間社會的持續支持和代表。這兩個組織透過

各自的網站、講座和活動計劃，持續提高人們對利物浦世界遺產

價值的認識，並提供寶貴的社區參與。此外，私營部門與一系列

公共部門組織共同帶來商業、學術和政府的觀點。 

市議會得到獨立工作組的支持。這個外部和獨立的團體繼續支持

這座城市。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大使和世界遺產中心專

案組在 2019年 5月造訪利物浦，隨後於 2020 年與聯合國教

育、科學及文化組織，以及其在巴黎的技術諮詢團隊進行了直接

討論。專案組持續其工作至 2020 年夏天，最終制定且完成了北

岸願景，事實證明，制定和施行策略，以發展城市經濟以及城市

品質之間的明顯差異層面，是有其必要性。重建計劃和項目以及

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看似僵化的指導原則。同調的聲音——

——利物浦作為世界級遺產城市————創新、優質設計、建設和重生的先

鋒，從而促進發展和繁榮。

 

 
 
 
 
 
 
 
 
 
 
  

聖喬治大廳音樂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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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遺產、重生和體育活動
 
 

 
 
 
 
 
 
 
 
 
 
  

多年來，這座城市的兩個足球俱樂部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作為

足球聯盟的創始成員，埃弗頓參加的頂級聯賽比任何其他俱樂部

都多。之後，在 1966 年，當利物浦獲得聯賽冠軍，埃弗頓獲得

足總杯冠軍時，古迪遜公園(Goodison Park)曾被用於世界盃決

賽的五場比賽，包括半決賽。埃弗頓和利物浦是發起成立英超聯

賽的五家俱樂部中的兩家俱樂部，帶來了新的財富和國際知名

度。然而，兩個體育場都位於英國最貧窮的地區之一，北利物

浦，也因此為財富的變化和新的機會提供了催化劑。 

解決北利物浦面臨的問題可能是該市最大的挑戰。利物浦存在重

大的經濟、社會和實體問題，必須在未來加以解決。儘管如此，

該市最具挑戰性的地區為北利物浦。 

要說明北利物浦面臨的挑戰程度，就要詳細了解構成北利物浦棘

手狀況的四個城市區域，這裡同時也兩個著名的職業足球俱樂部

的所在地：利物浦和埃弗頓。政府的多重剝奪指數(Index of 

Multiple Deprivation)顯示，2016 年整個地區的三分之一處於

全國最貧困的 1%地區。超過 83%居住在北利物浦的人住在這個

國家最貧困的 10%的城市區域，與利物浦的平均 

水平 45%形成對比。其失業率為 23%，與全市 14%，以及全國

8%形成對比。 

利物浦看來要在安菲爾德球場（Anfield）駐留多年，為遵循當前

的球場重建計畫，及各大規模的重建項目。然而，埃弗頓足球俱

樂部的新體育場被提議在布拉姆利-摩爾碼頭（Bramley-Moore 

Dock）的北岸建造。新體育場的提案於 2021 年 3 月獲得規劃批

准，遵循北岸願景的原則，成為持續與謹慎設計遺產投資的典範——

——反映體育場在世界遺產中的地位 ，尊重其地理位置的廣布的價

值，並藉鑑史丹利碼頭自然保護區著名建築，例如標誌性的煙草

倉庫。在城市利益相關者、居民和球迷的壓倒性支持下，作為對

埃弗頓有意義的諮詢過程的回應，規劃許可獲得了批准。 

透過增強和重新利用閒置的現有遺產資產，包括廢棄的列為二級

登錄建築液壓發動機房，提供新建設體育場實現重要遺產利益的

可能，其中也包括世界遺產地人跡罕至區域，加強對北岸世界遺

產地遺產和歷史的解釋。缺少短期投資即可能完全消失，列為二

級登錄建築的液壓發動機房，將成為一個新的文化目的地，位於

體育場開發的核心位置，提供靈活的空間來講述埃弗頓和碼頭的

故事，利物浦人民的生活————包括足球運動員、碼頭工人和其他反

映足球與港區社區之間根深蒂固的歷史，以及與其文化聯結的關

鍵人物。布拉姆利-摩爾碼頭本身（包括列為登錄建築的碼頭牆

(Dock Walls)）將作為體育場開發的一部分，並得到完整的保

護，透過利用創新的工程方法，支持未來長期的「可逆性」開

發。 

布拉姆利-摩爾碼頭（Bramley Moore Dock）埃弗頓足球俱樂部體育

場（Everton FC stadium）形象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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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姆利-摩爾碼頭的碼頭牆  

在埃弗頓提交的文件中，其失去部分水域的特點，與利物浦重新

利用閒置碼頭的傳統相一致。利物浦水域和工作碼頭之間將保留

一條水道，作為開發項目的一部分，修復偉大工程的液壓塔。埃

弗頓的詳細規劃應用程序包括對歷史結構的示範分析和方法，所

有干預措施皆具可逆性。 

利物浦意識到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的擔憂，即體育場開

發一旦建成，將對世界遺產地的真實性、完整性和其傑出廣布的

價值產生重大的不利影響，然而，有完全特殊的情況可為開發提

供令人信服的理由。事實證明，該場地是唯一可行的體育場場

址，將為當地社區提供非常可觀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效益。埃弗

頓足球俱樂部對英格蘭遺產委員會建議做出了非常積極的回應，

其設計反映了該場地的工業碼頭特色，並融合其歷史特徵。整個

城市的發展得到壓倒性的支持， 

因為總體而言，提供大量公共利益，意味著城市利用這一獨特的

機會變得至關重要。對於大量投資和就業而言，這是一個千載難

逢的機會，因此，規劃當局和政府都支持該項計劃。 

自 2012 年 10 月起，從史丹利公園到利物浦足球俱樂部，不屬於

世界文化遺產地，然而安菲爾德計畫仍不斷在社區造成改變，成

為利物浦足球俱樂部舉世聞名的安菲爾德球場的縮影。這項耗資

2.6 億英鎊的計劃將建造 1,000 戶新住宅、新商業空間、改善遺

產資產與公共區域，這是利物浦市議會、利物浦足球俱樂部和 

Your Housing Group 地產開發商之間的合作夥伴關係，匯集私

營和公共部門，來振興利物浦最著名的街區之一。 

有些人可能會認為這是直接的重建，但擴展現有體育場並保有最

成功的足球俱樂部之一的重要遺產，其價值是更廣泛社區復甦的

核心和催化劑，包括全面恢復和改造佔地 70 英畝，列為二級登錄

建築的維多利亞史丹利公園，以及其宏偉的格萊斯頓島活動會堂

(Isla Gladstone 

Conservatory)，是由殘骸回收再利用，重建遺產的典範，吸引

了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與掌聲。 

 

格萊斯頓島活動會堂與安菲爾德球場  
這些轉型項目如果全部達成，將提供價值約 8 億英鎊的體育場直

接投資、8,500 個建築工作職位，以及 900 個新的工作機會。還

將共同為城市、鄉村中，最具社會和經濟挑戰的地區之一，替當

地經濟帶來約 20 億英鎊的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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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文化與藝術在遺產與重生中的作用
 

利物浦的形象和認知 - 以及它的財富 - 因獲得歐洲文化之都的殊

榮而改變，緊隨其後的是 2004 年，這座海上商業城市被聯合國

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列為世界遺產。在隨後的幾年裡，新的

「Livercool」出現了，這是一場以遺產和文化為榮的城市復興。

2007 年，利物浦迎來了它的 700 歲生日和奴隸貿易廢除 200 週

年，這一「遺產之年」，讓人們對這座城市的過去有了新的認

識。 

緊隨其後的是 2008 年「文化之都」的巨大成功:遊客數量增長了

34%，為經濟創造了 7.538 億。「影响 08」(Impacts 08)是一涵

蓋自 2005 年至 2010 年期間的研究計畫，描繪其數據上升的軌

跡。媒體對利物浦文化景點大篇幅報導，是幾十年來首次，正面

報導超過了負面新聞。在接受問卷調查的遊客中，99%的人表示

他們喜歡這裡的整體氛圍，97%的人表示很受歡迎。最重要的

是，大約 85%的利物浦居民認為這裡比以前更加宜居。 

隨著文化旅遊的蓬勃發展，運動場館也在持續擴大，包括世界遺

產中最古老的建築「藍衣學校」(Bluecoat」。該建築是在舊碼頭

開放後立即建成的，1906 年學校撤離校舍後，該建築多次面臨被

拆除的威脅。當它發展成為英國第一個文創中心時，它的未來終

於得到了保障。在為文化之都做準備的過程中，透過恢復原來的 

H 形安妮女王式（Queen Anne）設計，同時提供了專門建造的

畫廊和表演空間，以富有同情心和令人興奮的方式擴建了場地。

這是過去與現代融合的最佳例子，對那些尋求兩極分化立場的

人，無疑提供了長期的譴責，不論是重建還是保護————是歐洲文化

之都年的實體遺產。 

2008 年非旨在成為「一次性」而已。作為文化旅遊的領跑者，推

出了一系列年度盛事和活動。2012 年，在紀念泰坦尼克沉沒 100

週年的活動中，遊客們和利物浦市民一樣，驚嘆的欣賞巨型藝術

作品漫步於該市一些最受歡迎的地點。這個故事是由 Royal de 

Luxe 撰寫及製作的，靈感來自於一個 10 歲的女孩 May 

McMurray 在 1912 年寫給她的父親 William 的一封信，她的父

親是泰坦尼克的臥室管家，在沉船中不幸遇難。這封信直到泰坦

尼克啟航後才到達，並被退回給發件人。這個以小女孩巨人、巨

人叔叔和小女孩的狗 Xolo 為特色，為期三天的活動在當時是前

所未有的，吸引了預估 60 萬人，達 3200 萬的經濟效益。 

最近，文化活動以創造性的方式回應了「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以及冠狀病毒大流行暴露出的結構性不平等。文化利

物浦(Culture Liverpool)與利物浦創意組織 COoL ，及其合作夥

伴合作，體察到藝術在影響變革方面所發揮的作用，並共同透過

一系列藝術活動，促進平等和正義，與我們所有面臨種族歧視的

社區站在一起。面對歧視。 

不應低估利物浦遺產的經濟價值。例如，利物浦國家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s Liverpool)每年接待 390 萬人次的遊客，每

年為利物浦經濟帶來 8,300 萬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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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不做小計劃......
 
 

利物浦於 2004年獲得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承認其海

洋商業城市地位，並列世界遺產名錄。 

遺產。但隨著 2004 年（利物浦海事商業城）的性質

和運作物流的變化，這一結果得到了來自利物浦市議會和英國

航運和貨物委員會的集中和熱情支持，如果沒有龐大的政府依

靠，北部碼頭及其在史丹利碼頭（Stanley Dock ）和十街

（Ten Streets）的補充倉儲

就無法被接納。利物浦提案投資和重大調整的核心。 
是對該城歷史悠久的城市景觀的傑出廣布的價值，包括碼頭、海

濱、商業中心和城市建築的價值，因此它符合聯合國教育、科學

及文化組織的世界遺產地位的標準。這得到了教育、科學及文化

組織外部評估人員的大力支持。 

利物浦作為歐洲最偉大的國際港口的權力和繁榮的頂峰時期是從

18 世紀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這就形成了一個無與倫比的城市景觀，儘管經歷了戰爭時期的轟

炸和戰後的重建，仍然基本完好無損，更證明了它是世界遺產的

地位。起初，利物浦並非聯合國教、科學及文化組織列入的世界

遺產，它是英國政府更廣泛策略的一個關鍵因素。在 1999 年的

「初步名單」中被列出，其重點是英國優秀的工業和商業遺產，

反映出英國作為世界上第 一個工業國家。自

1999 年起的大部分土地現已劃為指定用地。因此，利物浦代表

了一個重要的地點，不僅是在它自己的權利，而且作為這個更廣

泛的群體的一部分。 

如果利物浦失去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列入的世界文化遺

產資格，也不會是可以自由投資者或開發的局面。反倒會是類似

北岸願景中概述的情緒和主張，再生計劃和政策文件將對發展的

品質有明確的看法。看看北岸，它的歷史對於幫助利物浦成為帝

國第二大城市至關重要。 在鼎盛時期，它是一個充滿活力、喧

囂、體育賽事和活動的繁榮地區，為許多人提供了經濟收益的機

會， 

「國家計劃實踐指南」承認，重大更新項目所提供的公共利益與

對遺產資產的潛在危害之間的平衡，在任何策略中都需要加以考

慮。北岸願景意識到所有這些問題，並闡明了何根據歷史城市景

觀原則和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對項目進行測試。 

在計劃申請書被提交表之

前，還建議投資者、土地所

有者、 

開發商和公民社會以工作室的形式進行合作。 

在全市範圍內，通過北岸願景表達的對高品質發展的看法將與新

的規劃政策保持一致，並將通過新的利物浦地方計畫書得到改

善。與此同時，於 2009 年首次通過的世界文化遺址補充計畫書

正在接受審查，並將進一步確定為地方計畫。不能領先於地方計

畫，因為是為該計畫中規定的與世界遺產地相關的政策的實施提

供了額外的詳細指南。一系列措施已經到位，為有效監管新開發

項目做出了實質性承諾。其中包括對現有高層建築政策的更新。

本政策文件的更新正在進程中，將包含在新興的利物浦地方計畫

書中。 

利物浦可能會失去在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的世界文化遺

產資格，但作為一座世界遺產城市，仍將受到一系列規劃政策文

件的管理， 

這些文件與英國政府的國家計劃政策架構相一致，其中有與遺產

資產相關的關鍵政策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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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綜綜上上所所述述 

利利物物浦浦正正處處於於非非凡凡而而持持續續的的復復甦甦之之中中。。儘儘管管全全球球疫疫情情蔓蔓延延，，

但但這這座座城城市市仍仍有有很很多多經經濟濟、、社社會會方方面面的的好好消消息息。。然然而而，，復甦

以以不不同同的的方方式式，，影影響響了了城城市市的的不不同同族族群群及及地地區區。。有有些些人人比比其其

他他人人受受益益良良多多。。這這就就是是為為什什麼麼這這座座城城市市的的領領導導人人將將增增加加包包容容

性性，，作為重重要要的的政政策策目目標標，，讓讓更更多多人人分分享享城市成成功功的的，，這這正正

是是遺遺產和和世世界界遺遺產資資格格得以繼繼續續發發揮揮積積極極且且重重要要作作用用，利於於

這這座座城城市市未來來重生生的原因。。 

的挑挑戰戰。。然然而而，，我我們們認認為為世世界界文文化化遺遺產產資資格格是是達到新新繁繁

榮榮的的關關鍵鍵之之一一，，我我們們迫迫切切希希望望與與英英國國政政府府和和聯聯合合國國教教

育、科科學及文文化組組織織進進行行接接觸觸，，期待他們作作為為我們進行城

市重重建建的的伙伙伴伴和和支支持持者者。。 

這這座座城城市市意意識識到到並並對對其其遺遺產進進行行大大量量投投資資，，是使使其其成成為為其其持持

續續復復興興的的關關鍵鍵驅驅動動器器。。這這座座城城市市因因其其重重要要的的文文化化與與遺遺產，，受受
到到了了越越來來越越多多的的國國內與與國國際際的的讚讚譽譽。。我我們們相相信信該該市市的的經經驗驗及及

其其近近期期政政策策，表表明明了了成成長長與與保保存存是是互互相相支支持持的的，，而而非非相相互互排排

斥斥的的。。我我們們促促進進兩兩者者間的的承承諾諾，鞏鞏固固我我們們對對當當前前世世界界文文化化遺遺

產產的的管管理理計計劃劃（（2017-24））中中所規規定定的的遺遺產產的的未未來來願願景景。。 

市市議議會會及及其其公公共共、、私私人人及及社社區區合合作作夥夥伴伴、、機機構構都都致致力力於於確確

保保利利物物浦浦的的世世界界文文化化遺遺產產資資格格得得以以保保留留，，作作為為這這座座城城市市復復

甦甦的的引引擎擎之之一一。。我我們們希希望望繼繼續續跟跟聯聯合合國國教教育、科科學及文文化

組組織織合合作作，，持持續續獲獲得得世世界界文文化化遺遺產產資資格，，替替城城市市帶帶來來繁繁

榮榮。。我我們們相相信信，，聯合國教教育、科科學及文文化組組織織、、英英國國政政府府

與與利利物物浦浦，有有絕佳佳的的機機會會能就就這這一一關關鍵鍵問問題題共共同同合合作作。。 

像像利利物物浦浦這這樣樣世世界界遺遺產產城城市市，，是是勇勇於於協協調調歷歷史史與與未未來來聲聲音音

的的關關鍵鍵範範例例。。利利物物浦浦希希望望保保留留其其傑傑出出的的文文化化遺遺產作作為為城城市市
未未來來的的一一部部分分，，就就必必須須結結合合對對————英英國國的的————實實際際上上是是歐歐洲洲的的——

——最最大大經經濟濟及及社社會會挑挑戰戰地地區區————利利物物浦浦北北部部地地區區癈棄棄地地區區的的外外

來來投投資資。。這這就就是是這這座座城城市市的的核核心心困困境境。。為為這這些些社社區區以以及及居居

民民提提供供更更光光明明的的未未來來，，對對這這座座城城市市是是至至關關重重要要的的。。如如果果因

喪失世世界界文文化化遺遺產產的的資資格格，將嚴嚴重重限限制制利利物物浦浦改改善善其其民民眾眾

的的經經濟濟前前景景的的能能力力，，也也是是對對整整個個城城市市的的領領導導人人拋拋出出巨巨大大的的

經經濟濟、、社社會會及及道道德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