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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應原來的限制來做規劃

由於整個地盤已經被一條地下鐵路及兩條管
道切割成多塊，與其花時間和金錢專門把
這些地下設施重新規劃，建築師選擇利用
這種種限制來建構成建築規劃和設計的特
色。在地盤的西邊已被港鐵荃灣線的隧道和
地下雨水收集管道佔用了大部分的空間，
而且這些地方也被屋宇署列為非建築面積
（non-building area），建築物不能在此處興
建，因此建築師把露天劇場和公眾花園設置
在這裏。

地盤的東邊雖然可以興建建築物，但都有一
條排水系統管道對切了這部分的空間，建築
師順理成章地將整個演藝學院分成兩個三角
形來處理。在東端面積較大的部分用來安置
各個劇場，而對面馬路較小的部分用作教學
大樓。兩座建築之間的馬路地下便是排污管
道，而這條馬路也可以廿四小時開放，隨時
可讓路政署的車輛進入作緊急維修而不影響
教學及表演。這裏亦成為各劇場的送貨處、
後台入口和觀眾席的落客處，同時也是學院
的主軸線。建築師將地盤的先天缺陷變成為
這項目的特點，並且能讓各功能區有規劃地
整合起來，簡直是神來之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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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音樂廳 / 2. 歌劇院 / 3. 實驗劇場 / 4. 戲劇院
5. 繪景工廠 / 6. 木工工廠 / 7. 藝聚廊 / 平台
8. 排練室 / 9. 教室 / 10. 室內廣場

1. 觀眾入口 / 2. 後台入口 / 3. 開放式樓梯
4. 往一樓長扶手電梯 / 5. 觀景升降機 / 
    
    中庭          劇院大樓          教學大樓

⼀樓平面圖 地面平面圖

總平面圖

A06.2        演藝學院的⼀樓、地面及總平面圖。    

主軸線

教學大樓
劇院大樓

行車道入口

行車道入口

地下排污系統地下雨水收集系統

地下鐵路線

中庭立體鋼結構

A06.1        地底的大水管把演藝學院分切成兩個三⻆形，亦成為學院的中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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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規劃上的問題雖然解決，但作為專業表
演場地的重要問題⸺隔音仍有待解決。因
為學院建築在地鐵隧道之上，地鐵駛過時的
震動會影響劇院內的演奏共鳴，再加上各個
學院高密度地排列在一起，每個學院內表演
樂器的聲音震動也會相互影響，所以聲學
設計上也要有特別考慮。除了使用吸音物料
外，各排練和演奏室皆在結構和機電設計方
面顧及傳聲（noise transmission）的要求，
確保樂器和人的聲音不會透過地板或風喉管
道等途徑傳到旁邊的房間。學院的地基結構
是一個浮起（floating）的設計，以減省由結構
傳遞而來的噪音（solid-borne noise），這樣
才能確保每個劇院都不受外來的震動影響。

	 	空間對比

在教學大樓的一邊，各課室和練習室均是
四四方方的，所以當各課室以「L」形來排列
之後，便剩下一個小三角形的空間，這便是
整個演藝學院的入口大堂。觀眾無論是從告
士打道還是乘車通過主體結構下的馬路進入
會場，都會經由一個小門口進入這個樓高五
層的中庭，空間感會變得豁然開朗。這裏可
以看到學院的地下至四樓的公共空間，上方
是通透的立體鋼構架（steel truss）支撐的
巨大玻璃天窗，視野廣闊，加上數幅落地大
玻璃窗，使陽光充滿整個學院。

在中庭之內有一條通往一樓的長扶手電梯，
三部可俯瞰大堂的觀景升降機（observation 
lift），和一條伸出中庭、連接地下到三樓的
開放式樓梯。三角形的平面和這些建築元素

構建出這個中庭空間。觀眾在入場前可以沿
扶手電梯上到一樓，到達空間和視野更為廣
闊的歌劇院（Lyric Theatre）前平台。這裏
正正是入口馬路的正上方，也是把東西兩邊
建築連起來的大平台。

由於演藝學院是一個集教學與表演的場地，
這裏空間感良好，而且有充足的陽光，白天
時學生可在此處休息或討論功課、甚至有話
劇或舞蹈系的藝術學生在此排練，伴隨着各
種樂器的練習聲，讓整個空間都充滿着藝術
氣氛。在晚上，這裏亦是眾多著名劇目首演
時名人明星接受採訪和與影迷見面、簽名的
地方。

�括而�，建築師把限制變成特色，把基地
的特點加以利用和發揮，不單解決地底設施
的限制，同時把幾何圖形融合在平面規劃和
立面設計上，成就猶如立體雕塑般的建築外
形和內部空間，這確實是一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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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發現原來九龍塘宣道小學非常注重音樂
培訓，而校內亦有很多不同的樂團。不過，
一直缺乏可以容納容許學生練習和表演音樂
的地方，因此「元新建城」便向校方建議，
在這廣場上加入一個音樂廳。

	 	衝破 2% 承重空間的限制

若要在這個廣場上加建一個音樂廳，先決條
件要解決地基承重問題，學校不能夠為這個
音樂廳加設地樁。因為若要進行地基工程，
不單成本巨大，而且可能會影響原有的地基
結構，更會嚴重影響學校的日常教學，這並
不是校方所能承擔的。

當「元新建城」去研究原地基的剩餘承重
時，發現現有的剩重已到達原設計上限的
98%。換句話說，建築師需要在餘下的 2%

承重空間內，設計一座可容納數十人的音樂
廳，這差不多可以說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不過，「元新建城」主理人阮文韜與劉振宇，
兩位均是香港年輕建築師，他們都本着一顆
不服輸的心態去挑戰這 2%的可能性。

若要在有限的地基承重上加設大型結構，必
須要先減輕大廈的承重，因此他們使用了鋼
作為結構，無論是柱、樑、外牆均用鋼作主
材料，鋼的重量比混凝土輕很多，但承重能
力相若。另外，建築師亦利用了金屬鋁板作
為這個屋頂的外牆材料。建築師的原意其實
是將這個音樂廳屋頂變成可以行人的活動空
間，但奈何因為地基承重力已到達上限，才
把這個屋頂設計成不能行人的地方。

表面上只要解決地基承重的問題，餘下的都
只是小問題，但其實這才是工程團隊惡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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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浪形的天花減低壓迫感
↘	新加建築的現代感與傳統校舍相映成趣
↓	最上層的音樂廳

全頁圖片來源：元新建城

B07        音樂廳剖面圖

音樂廳

課室

課室

課室 活動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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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因為這學校旁邊均是私人住宅，而學
校亦成一個「C」字，唯一的行車通道便是學
校前方的政府道路，根本上沒有行車通道可以
讓工程車輛進入以興建這個音樂廳。當時連劉
振宇的建築師朋友都嘗試勸他們放棄這個設
計，根本不能解決施工及吊運等技術問題。

不過，阮文韜與劉振宇兩位建築師不甘心這
樣放棄原設計，校方亦有這個信念，認為
這個音樂廳會切實地對學校帶來正面作用，
所以整個團隊都想盡辦法去實現這個項目。
工程團隊想出在學校門前的道路上作短暫停
留，並使用大型吊車將物料運送至校內，以
「快閃」方式來送貨。至於最大型的吊運工
作便是音樂廳的屋頂，由於用了鋼結構的原
故，建築師可以將這屋頂分切成五份，然後
將這一大塊的鋼屋頂吊至現場安裝並併合。
儘管施工時需要進行大型吊運，但是學校如

常運作，工程團隊只需要圍封學校各層走廊
來確保安全。儘管如此，建築材料仍然需要
吊運跨越附近的低層民居及部分校舍上空，
危險性其實不少，但是大家都憑着一份信
念、往死裏拚的精神去完成這個任務。

	 	建築藝術家的堅持

雖然這個音樂廳的結構問題解決了，但是在
美學設計上還需要下一些功夫，因為建築師
們不甘於令這個音樂廳只是一個平凡的四方
盒，他們希望這座建築物能帶出他們對建築
的看法，他們認為建築師不只是「建房子」，
還是一名建築藝術家，他們的設計能在建築
上看到自己的「築印」，所以在外形設計上
使用了相對浮誇的手法。

「元新建城」自成立至今一直銳意追求大膽、

↑音樂廳四周被建築物包圍，難以進行吊運工程。

→新加的建築以特色柱支撐，
底層仍是半開揚的活動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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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衛的創新設計，因此當他們設計這音樂廳
時，他們刻意將整個音樂廳升高，務求將底
部空間留給同學，好讓學校不會因為這個擴
建工程而失去了一個多用途活動廣場。升起
了的音樂廳將會成為學校的新焦點，而音樂
廳的屋頂和底部都將會是視覺效果上的聚焦
點。但是這部分的樓底淨空不太高，大約只
有二米多，因此建築師將音樂廳的屋頂和底
部設計成為一個流線型空間，好讓學生們在
進行活動時不會感到具壓迫感。

當他們完成了這個設計後，發現這個波浪形
的屋頂與遠處的獅子山山勢互相呼應，因此
他們更義無反顧地去做這個三維曲線的建築
物。至於外牆物料，他們也經過精心安排，

底部用了彎曲的木紋板，外牆用上了黑色並
有圓點的鋁板，而屋頂則是銀色的金屬板，
這樣能使整個音樂廳變得甚具現代感和藝術
感，在平凡的校園中帶出別樹一格的視覺感
受，層次感甚濃。

阮文韜與劉振宇就是憑着 200% 的不服輸、
不怕死的精神，在一座正規學校中設計了一
個像太空艙一般的音樂廳，為這所傳統學校
帶來一番新景象。

圖片來源：元新建城

圖片來源：元新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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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決定將這幅土地用以興建西九龍文化區，
從此這個地方便風起雲湧。

	 	計劃初期		隆重其事

在 2001年左右，政府推行了西九龍文化區的
規劃設計方案，由於項目規模龐大，而且是維
多利亞港兩岸最重要的單一發展項目之一，吸
引了世界各地的建築師樓參與設計比賽。當年
由英國的 Foster& Partners Ltd勝出，他們的
方案是以一個大型天篷作為核心設計，以天篷
覆蓋發展區範圍 55%以上，附近發展其他物
業，是個相當矚目的方案。方案的規劃重點包
括：三個劇院，分別容納最少二千人、八百人
和四百人；一個演藝場館，可容納最少一萬
人；四個博物館，面積最少共七萬五千平方
米；一個藝展中心，面積最少一萬平方米；
以及一個海天劇場和最少四個廣場。

最初政府打算以傳統的政府、私人合作模式
來發展這個項目，即是項目由私人財團投資
發展，然後營運二十年，然後交還給政府，
就像各條過海隧道一樣。政府根據勝出的規
劃方案來進行招標，並邀請不同的發展商提
供他們的設計方案來進行第二輪設計比賽。
由於項目相當矚目，而且地皮價值甚高，並
且由單一發展商來發展及營運，在龐大利益
前提下，多個發展商都組成不同的財團，並
投入大量資源招聘多間國際級顧問公司去參
與競投方案，當年的香港建築地產界都流傳
着一句話：「得西九、得天下」。

當年入圍財團分別是恆基集團；新鴻基及長
江合資的財團；以及信和、九龍倉及華置
合資的財團。為隆重其事，政府還邀請入圍
的三個財團在香港數個社區進行長達數月的
公眾展覽，風頭可說是一時無兩。由於這個

展覽需要製作大量巨型模型、3D 效果圖和
動畫，並且需要訓練駐場講解員，所動用的
人力資源亦非常巨大。部分製作模型和圖紙
的工序在香港未能安排足夠人手處理，部分
公司更需派人長駐深圳及北京來處理相關事
宜，當年有份入圍的三個財團保守估計都分
別投放了數以千萬元的顧問費及製作費在這
個展覽中，當年絕對是香港建築、工程界及
動畫界的一大盛事。

	 	推倒重來

在 2006 年，各參賽的財團辛勞了數月，並
筋疲力竭地去推銷自己的方案後，原本以為
政府就會根據競賽規則來宣布中標財團。不
過，情況出現了戲劇性變化，由於原規劃方
案有一個非常巨大的天篷，引來建築、規劃
及各界市民大力反對，認為這個天篷不切實

際，而且日後維修保養也需要動用龐大的資
源。儘管原設計團隊曾多次解釋天篷不單可
以遮風擋雨，亦可以降低區內活動時所引起
的噪音，亦有助減輕天篷下建築物的受熱程
度，部分天篷也能夠作為太陽能發電及製造
獨特的視覺效果，但仍然未能說服公眾。

因此，當時的行政長官曾蔭權決定將整個西
九龍計劃推倒重來，並在 2008 年得到立法
會撥款 246 億來興建整個西九龍文化區，並
成立西九文化管理局。隨後，在放棄天篷及
單一招標的前提下，並在 2010 年再一次邀
請建築師們來提供規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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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輪設計方案

這次政府不再廣邀建築師樓或發展財團提供
競投方案，取而代之是由西九文化管理局
動用 1.5 億招聘三間公司提供方案，分別是
第一輪比賽獲勝的英國 Foster & Partners 
Ltd，香港的嚴迅奇建築師事務所，與荷蘭
的 OMA，他們的方案還會公開展出，並進
行多場公開諮詢。

英國 Foster & Partners的規劃方案是一直沿
用他的成名設計風格⸺大跨度結構（Mega 
structure）、奇特的外觀（Iconic object）、
環保系統（Environmental system）。由於
巨型天篷已被否決，這次使用巨型綠化來為
這個城市帶來震撼。因此，Foster提出「中
央公園」加上「Carbon Neutral City」的方
案，就好像將紐約中央公園（Central Park）及
倫敦的海德公園（Hyde Park）放在香港，然
後再加入他們在阿布扎比所設計的「Carbon 
Neutral City 」概念，完成了他們的作品。
 
OMA 的整個方案簡單來說就是一個印象剪
影（Mental mapping），他把香港特別的文
化剪下並放進方案內，例如香港的街道、園
田、村莊，但同時又把外國的文化如劇場表
演、街頭表演、藝術展覽也都放進去。他認
為香港最特別的地方是能夠保留本質，但同
時又可以吸收外來文化。可以說是「中學為
體、西學為用」，又或者更實際地說「不論
中學，還是西學，只要是有用的，便要學」。

OMA 的建築師 Rem Koolhaas 把香港有趣
的地方分成不同功能區，再加上外國有趣的
文化，製造出一個中、西文化匯聚的博覽
館，在這裏可以同時感受到中、西文化匯
聚的一個區域，某程度上可以說是一個 Sim 
city，一個世界的縮影。

嚴迅奇建築師事務所的方案分為三個層次，
沿海的綠化帶、文化帶及城市帶，規劃的理
念相對簡單，借用《清明上河圖》的意境來
帶出不同人物的生活空間，讓不同層次的人
和事都可以同時發生在這個空間之中，他的
設計不是炫耀幾個地標或幾個巨大空間。表
面上他的設計好像沒有甚麼受注目的建築，
但其實就是最實際的東西。書畫中有一個技
巧叫做「留白」，讓觀眾和讀者去聯想沒有
被畫出來的東西。嚴迅奇的方案就有這個味
道，讓未來的用家自己去創造及填補規劃上
沒有表明的部分。實際上建築師也根本不能
夠在規劃上仔細限定個別將會發生的事情。
他的方案是把一大塊的土地分拆成細小的社
區，利用不同大小的社區網絡來帶動不同文
化的活動。
 
在眾多的諮詢意見中，市民對三個方案都各
有贊成及反對的意見。最後西九文化管理局
選取了 Foster & Partners Ltd 作為基礎方
案，並作出改善後送至城市規劃委員會處審
批，並成為現在的興建方案。

B14        第三輪設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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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定案

經歷了二十多年後，市民樂見整個西九龍文
化區各個部分陸續建成投入服務，雖然部分
建築的設計仍具爭議性，但整個文化區確實
為香港帶來一個新的景象，亦鼓勵各種類的
活動和設計項目在此發展。例如，香港相對
較少出現的大型露天音樂會、海濱電影派對
等都曾在這裏舉行，而且亦容許年輕的建築
師讓他們去嘗試新型的設計。

當中一個比較特別的是由New Office Works 
（NOW）公司所設計的涼亭⸺西九 Growing 
up，他們通過一個設計比賽方案贏取了這個
項目。他們在西九龍文化區的苗圃公園及海
濱長廊做了一個小涼亭，這個涼亭連接了苗
圃及海濱長廊，所以是用了木來作為主建築
的材料，並在屋頂做出雨水收集系統，以反
映苗圃公園的特性和環保建築的概念。

↑	由 New	Office	Works 公司所設計的涼亭
↓	⻄九⽂化區海濱長廊讓市⺠多⼀個假⽇好去處另外，這個涼亭從綠地向海邊伸展，以表示

西九向外成長，涼亭內有一個梯級，以表示
香港多山的形態。與此同時，可以讓市民欣
賞整個維港兩岸的景色，亦能欣賞表演。涼
亭內還安排了一條小隧道來反映香港區內狹
窄街道的空間對比感。

很多市民都曾批評香港政府動用超過二百多
億來興建這個西九龍文化區，並浪費了這麼
一個如此高價值、珍貴的臨海地皮，如果將
這些項目作為常規住宅、商業發展的話，將
會為香港帶來更大經濟效益，而這些一大堆
的文化項目並沒有為香港帶來實際的貢獻。

不過，若將整幅臨海地皮發展成摩天大廈
群，會令九龍區內出現很嚴重的屏風效應和
熱島效應，市民亦失去了共聚天倫、休閒運
動的好去處，而市民的生活健康與城市面貌
的價值是否又能夠用金錢來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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