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觀

1996年，一個源於西九龍黃金地

段的夢想開始醞釀，至今八年，仙境

般的綠洲依然還在醞釀中。有人冀盼

它能改變香港的文化氣氛，提昇人們

的生活質素及文化素養；有人祈求它

能帶領香港走出困局，發揮更高潛

能，成為世界文化都會、亞洲文藝中

心。它就是面積達四十公頃，東起尖

沙咀廣東道、北至西區海底隧道入口

和柯士甸道，朝西南向維多利亞港伸

延，環抱東方之珠的璀燦繁華和山水

美態的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西九龍）。

香港特區政府計劃把它發展成一集博

物館群、劇院群、廣場群及商住建築於

一身的新都會中心，如此大型的文化

藝術工程，可說是史無前例。根據文娛

區概念設計師福斯特（Norman Foster）

估計，計劃本身的投資為240億港元。

工程預計在2007年4月展開，第一期

設施可望在2011年啟用。

一　一個夢想的誕生

香港現有十四個博物館及十五個

劇院，這些文化藝術設施大多是在九

七回歸前落成，並由當時的市政局和

區域市政局策劃及管理。回歸後，文

化藝術場地及資源改由民政事務局及

其轄下的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掌管。

近年政府提出「香港——亞洲國

際都會」的宣傳口號，銳意提昇香港

的國際文化形象，而發展一個世界級

文娛藝術區的意念亦於1996年開始。

當年香港旅遊協會進行了一次廣泛的

訪港旅客調查，並在1998年向立法會

建議增設一個文化演藝場地。當時的

行政長官董建華亦在施政報告中提出

要把香港發展成為亞洲的文化藝術中

心；西九龍文娛藝術區項目便是其中

一個重點計劃。

興建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目的是

要為市民提供世界級的文化藝術設施

及節目，於提高市民生活質素的同

時，強化香港作為國際都會的地位。

此外，政府相信，其地標式建築及豐

富的文娛節目，可吸引更多遊客到香

港旅遊和消費，帶來可觀的經濟效

益。

政府在2001年舉辦了「西九龍文娛

藝術區概念規劃比賽」，國際專家評

審團從芸芸一百六十多個本地及海外

參賽作品中，選出由Foster & Partners

設計的作品，作為文娛藝術區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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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概念。福斯特的作品特色是以一

個流線型的大型天篷覆蓋及連接區內

的建築群，並成為香港的地貌標誌。

政府以福斯特勝出的設計作為西

九龍的發展概念基礎，並在2003年

9月發出發展建議邀請書，要求發展

商結合文化、藝術、休憩及商住元

素，為文化藝術區提供各種設施。

當中的核心文化藝術設施包括：

（一）由三間分別提供四百、八百及逾

二千個座位的劇院組成的綜合大樓；

（二）一個不少於一萬個座位的演藝場

館；（三）由四個不同主題的博物館組

成的博物館群，其總實用運作樓面面

積不少於七萬五千平方米；（五）一個

實用運作樓面面積不少於一萬平方米

的藝展中心；（六）一個海天劇場及

（七）最少四個廣場。

此外，政府要求發展商於區內保

留最少二十公頃的土地，即相當於維

多利亞公園1.2倍的面積，用作綠化休

憩用途，包括興建平台公園、園景台階

和海濱長廊等，供公眾使用。其中預

計中的海濱長廊，比現時尖沙咀鐘樓

至香港體育館的距離還要長一半，為

遊人提供賞覽維港景色的理想位置。

邀請書允許發展商自行設計其他

的用地，但必須平衡各種設施，包括

藝術、文化、商業、娛樂、住宅、

酒店、休閒、和政府或社區設施。

但規定所產生的住宅單位約五百至

六百個。另外，政府亦將區內的地積

比率限制於1.81。

交通方面，發展商亦需為區內建

設穿梭列車系統，約1.5公里，連接區

內主要設施。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則

把文娛藝術區與九龍商業中樞連結起

來，方便市民前往。

二　史無前例的工程

政府在2003年9月發出的邀請書

中詳列了計劃競投規定，當中數點頗

具爭議性，引起民間團體對整項計劃

的不滿及批評，提出重新規劃整個計

劃，甚至有立法會議員要求政府擱置

計劃。

邀請書中規定發展商除了建造以

上的設施外，所提交的發展建議書必

須涵蓋發展區的規劃、設計、融資、

建造、營運、保養、管理和宣傳推廣

等事宜。最重要的是發展商還會負責

核心文藝設施的營運策略、保養、管

理和節目設計三十年，三十年後無條

件交還政府管理。政府建議發展商興

建其他文化藝術設施、商業／寫字

樓、住宅、酒店、娛樂及公共設施，

吸引人流，並以商業投資的收益補貼

文化設施的興建和營運。

不過，社會各界對由商業掛帥的

地產商來掌控香港文化藝術發展三十

年感到疑慮萬分，文化藝術界對此安

排尤其表示不信任。一直以來，香港

政府的官僚文化缺乏國際視野和理

念，對文化藝術亦沒有長遠的發展政

策。計劃邀請書中十分詳盡地羅列各

式硬件規條，但對這個掌握香港文化

命脈的計劃的文化願景、理念、政策

和都會規劃等一律欠奉，加上發展商

本身對「有世界觀之都會規劃的文化

發展工作」毫無經驗，儼如盲人摸

象，政府亦無從監控。

另一規定是由一私人機構或一商

業集團以單一項目形式來發展西九

龍。政府認為「單一發展模式」可以

「統一策劃和協調各設施的設計、興

建和營運，包括天篷、穿梭列車、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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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處理、文娛設施、休憩用地、運輸

及其他基建系統等，節省發展成本和

時間；也有利於在興建期間和落成後

採用高科技的中央管理服務系統」，

以確保該區有更佳的規劃和整合，同

時避免出現重大的銜接失誤。

西九龍土地面積相等於兩個尖沙

咀，是香港最後一塊大型臨海優質地

皮，如按正常的土地拍賣程序，估價

五百至一千多億港元。政府現將以批

地契約方式將土地「借」予發展商發

展，年期為五十年，並讓發展商自行

決定補地價的方式。故社會上有「得

西九、掌天下」的說法，擔心發展商

會否藉單一發展謀取暴利，而政府的

做法則有「利益輸送」之嫌。

此外，邀請書亦要求發展商根據

福斯特的流線型大型天篷設計，建築

一個覆蓋發展區範圍百分之五十五以

上的天篷，其高度由介乎水平基準約

130米（文化設施區最高點）至50米（商

業門廊最低點）不等。

政府指，天篷是地標式的設計，

是整個文娛藝術區的整體布局和設計

的靈魂。它有融合、連貫不同用途的

空間的視覺功能，除了可遮風擋雨、

降低舉行戶外活動時引起的聲浪、減

輕建築物的冷氣負荷外，同時可透過

天篷製造「微型氣候」的效果。微型氣

候是指熱空氣透過天篷頂部的通風位

置升上天空，冷空氣則從天篷下的四

周流入，造成對流，令天篷覆蓋下的

地方，空氣得以流通。加上適當位置

的遮光百葉，及花園平台上的樹木，

即使沒有空調，也可降低氣溫。

有人擔心部分西九龍天篷的跨度

太大，令建築出現困難，加上龐大的

建造費用及維修費，令人質疑其可行

性。政府初步估計，天篷的造價介乎

二十五至四十億元，競投的發展商均

有就天篷提出他們自己的設計，形式

及物料亦不盡相同，所以建築及維修

費用還有待評審。就跨度而言，政府指

可參考其他國家的成功例子，如澳洲

悉尼的Stadium Australia及英國倫敦的

Millennium Dome，它們的上蓋設計

及規模都比西九龍天篷更大更複雜，

故相信不會出現太大的技術困難。

三　入圍作品的設計特色

政府收到的五份建議書，分別由

香港薈萃有限公司、藝林國際有限公

司、太古地產有限公司、活力星國際

有限公司及譯名林思達先生提交。最

後，政府分別以「資料不足」及「不符

合邀請書要求」為由不接受林思達和

太古地產的標書。

評審委員會需要繼續根據邀請書

列明的準則來評審三個入圍的設計。

這包括三個範疇：（一）技術建議（總

體概念設計、天篷設計及技術評估、

項目管理）；（二）財務安排；（三）營

運、維修及管理建議。

三個入圍方案先後在香港科學

館、香港大會堂及香港文化博物館展

出及進行公眾諮詢，諮詢期至2005年

6月底完結。以下介紹三個入圍的建

議設計。

香港薈萃有限公司

香港薈萃有限公司為香港â基兆

業地產有限公司設立，其建議書以

「世界頂級藝術水平的文藝地標」為定

位，四個博物館分別為水墨書畫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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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電影博物館、現代藝術館及設計

藝術館。三個大、中、小型的劇院組

合在猶如「水晶宮」的十二層高綜合劇

院大樓內。萬多個座位的大型演藝場

地採用透明玻璃牆幕及開合式舞台設

計，可作不同用途。其他的文藝設施

還包括創作坊、文藝教育區、語言學

校、演藝學校、舞蹈學校、學生及訪

港藝術家旅社、創意工業城等。可容

納五千觀眾的海天劇場與海上噴泉相

呼應，可作音樂、激光及噴水匯演。

天篷的設計配合半透明建築材料

四氟飛稀聚合物（ETFE），具機動化

清潔裝置，全長達1.4公里，由四十二

條結構柱支撐，具備氣候調節、太陽

能設備系統，且能收集雨水清洗天

篷。此外，天篷上設有一道步行徑，

提供最佳的維港觀光位置。

管理模式方面，將由香港文藝薈萃

有限公司董事會作最高管理層，並由

國際顧問團提供意見，同時由創意工

業評議會負責協調區內所有文藝設施

及活動。另設博物館監管董事會及劇

院監管董事會監督運作，節目及館內

政策則由個別場館委員會自行制定。

活力星國際有限公司

由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及新

鴻基地產有限公司組成的活力星國際

有限公司，以「亞太區首要文化中心

及國際創意舞台核心」為定位。建議

設立的四個博物館分別為：（一）展示

當代藝術及水墨的現代藝術博物館；

（二）和兒童劇院及兒童雕塑公園互相

呼應的兒童互動博物館；（三）以亞洲

電影為中心的活動映像博物館；（四）

設計博物館及（五）用作文化主題展覽

的增設的藝展中心。另外，三個劇院

適合大型表演、音樂劇、話劇、戲

曲、舞蹈、音樂會、實驗及前G藝術

表演等。一萬座位的大型表演場館則

適合舉辦演唱會、頒獎禮、體育運動

及會議等。其他文化設施還包括藝術

村、中國戲曲發展中心、平台雕塑公

園、設計學院、創意工業中心、黑箱

劇院、公共及社區藝術、書城、傳媒

館、廚藝學校等。

管理方面，建議成立基金會董事

會，並由博物館委員會、劇院委員會

及其他設施委員會分別監管其下設

施，每館設有獨立委員會及諮詢委員

會就運作及節目策劃、教育方面提出

意見。

另外，天篷的設計由不同的面板

組成，表層物料具自動清洗特性，

物料包括ETFE、百葉板、通空式格

柵、金屬板、夾層玻璃、太陽能收集

板及太陽能電池板。天篷覆蓋範圍為

22萬3千平方米，由十九支柱支撐，

具備氣候調節、太陽能電力及熱能系

統，同時能收集雨水以灌溉林木。

藝林國際有限公司

藝林國際由信和置業有限公司、

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及華人置業集團

有限公司組成。建議的兩千座位表演

場館有兩間駐場舞蹈團體，駐場節目

約佔三成；中型劇院及小型實驗劇院

則將由香港話劇團及城市當代舞蹈團

駐場。另增設的音樂廳可容納最多

一千七百名觀眾，並將由香港管弦樂

團及香港中樂團駐場，駐場節目約佔

五成；三百五十座位的演奏廳可用作

舉行獨奏或宴會。區內最大型的演藝

場館則可作演唱會、體育活動等用

途。視覺藝術方面，有現代水墨畫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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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館、現當代藝術博物館、生活藝術

和設計中心、移動影像及科技工作

室。另有一藝術展覽中心，舉辦大型

巡迴展覽、雙年展、學術會議及拍賣

藝術品等活動。文藝區的中心地帶

將會是一個「文化藝術教育及資源中

心」，除了是中央行政辦公所在外，亦

將有數個藝團駐場，包括香港兒童合

唱團、香港小交響樂團、中英劇團、

劇場組合、香港八和會館等。另有一

藝術圖書館、青少年中心、藝術中

學、藝術家工作室等設施。

天篷由大約一百片馬鞍形「鋼索

網」組成，同樣採用ETFE物料，機械

人每年一次用清水及毛刷清潔天篷的

底部，頂部則每年清洗兩次。

管理方面，將成立一獨立公司，

由一位行政總裁及四位負責不同範疇

的總監管理區內文藝設施。同時成立

董事會及委員會提供意見，各個委員

會的主席又組成博物館聯席小組，批

核發展商的基金等。

四　旅法藝術家的看法

1956年生於廣東佛山，1982年畢

業於廣州美術學院國畫系，現居法國

巴黎的藝術家楊詰蒼認為，西九龍發

展項目是一件很好的事，它對於國內

將有巨大的影響。因為現在國內正大

規模地計劃建造博物館，單單上海就

要在十年內建一百四十個博物館，還

有北京、廣州，全中國都要建，這是

為了建立國際大都會的形象而做的。

但他們卻不懂得博物館、文化、藝術

是何物。現在國內的博物館展覽模

式，依然停留在60年代全國美展式的

概念，這種模式如繼續蔓延，後果將

很嚴重。所以，如果西九龍這個計劃

真的和國外大博物館、專家合作的

話，將起到模範作用，對國內的影響

與70年代時的流行文化會是有過之而

無不及的。如果香港不做這件事情的

話，將來中國的那些博物館不知會變

形成怎麼個樣子。國內的人也很希望

學習更多的東西，但他們和西方的交

流還很表面。如果有一個實體在香

港，他們所學到的東西，比如管理、

策劃、收藏等，就會更具體、實在。

至於國際藝術機構擬與西九龍計

劃投資財團合作，在香港設立分館，

楊詰蒼認為，這個時候美國或龐比度

做為文化策略把分館建在香港，是醉

翁之意，目的是大陸。投資商與國外

機構合作，邀請國外的博物館來做是

比較良性、快速的方法。因為歐美的

藝術制度較完善又富彈性，比香港現

有的制度更進步。這種東西合璧的做

法，可以改變一些香港人對文化的輕

視或自卑心理，帶動本地文化，尊重

本地藝術家及專業人員。

可能在十年八年後，本地人員累

積了經驗，就可以自己做。現在香港

要做的，是培養人才，培養更多有才

能的自由策劃人、評論人，使藝術發

展更活躍。這些國際合作將為香港帶

來更多一級的國際策劃人，這對香港

有很積極的意義。

丁燕燕　畢業於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

及英國伯明翰大學人文科學研究院。

曾任職藝術行政，現為自由撰稿人及

藝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