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稿新闻稿新闻稿新闻稿                            30-7-09  

进念进念进念进念．．．．二十面体主办二十面体主办二十面体主办二十面体主办「「「「建筑是艺术节建筑是艺术节建筑是艺术节建筑是艺术节」」」」 

９９９９月月月月１１１１日日日日－－－－１０１０１０１０月月月月１８１８１８１８日日日日    香港文化中心香港文化中心香港文化中心香港文化中心    盛大举行盛大举行盛大举行盛大举行 

香港文化中心 20周年志庆节目 

 

香港首个以建筑为主题的艺术节香港首个以建筑为主题的艺术节香港首个以建筑为主题的艺术节香港首个以建筑为主题的艺术节 

「「「「建筑是艺术节建筑是艺术节建筑是艺术节建筑是艺术节」」」」是一个以建筑为主题的艺术节，为期七周假香港文化中心举行；推广

一系列有关艺术设计、建筑与及城市发展之活动。「建筑是艺术节」由四个问题出发，

这四个问题包含了对建筑广义的探讨，有中国的内容，也有香港本土的内容，让我们以

生活和艺术的角度，认识建筑，理解建筑，学习建筑：        

 

甚么是建筑? What is Architecture? 

- 再现三位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寻找建筑本质 

 

甚么是中国建筑? What is Chinese Architecture? 

- 从大紫禁城出发，体验国民艺术教育 

 

甚么是城市漫游? What is City Odyssey?  

- 漫游四城，探索文化空间与发展可能性 

 

甚么是西九? What is West Kowloon? 

- 解毒西九文化，认识我们的文化海旁 



建筑是艺术建筑是艺术建筑是艺术建筑是艺术、、、、是生活是生活是生活是生活、、、、是创意是创意是创意是创意… 

「建筑是艺术节」总策划人及艺术总监胡恩威在一次访问中说：「如果每个人都了解基

本的建筑知识，理解如何以建筑去改善人的生活，我们的生活素质就会有实质的改善…

我们天天在各个建筑物出入，但我们对建筑的历史、理论、模式知道的太少。我希望可

以借着这样一个艺术节，让大家去认识建筑和生活的关系。」 

 

艺术节将举行包括剧场演出、展览、交流会议、艺术导赏、座谈及工作坊等超过 40节

活动。「建筑是艺术节」将会带领我们从艺术角度重新检视建筑，以多角度展现建筑与

艺术和人民生活的关系。 

 

「「「「建筑是艺术节建筑是艺术节建筑是艺术节建筑是艺术节」」」」集合两岸三地艺术和建筑精英共同参与集合两岸三地艺术和建筑精英共同参与集合两岸三地艺术和建筑精英共同参与集合两岸三地艺术和建筑精英共同参与 

艺术节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来自不同艺术界别共超过 50位的名人精英参加，包括香

港演艺界的黄耀明、甘国亮和林嘉欣参加剧场演出和展览创作；来自内地和台北多位知

名建筑师、学者、生态旅游专家等来港主持讲座和对谈活动，有刘家琨 (成都)、王澍 (杭

州)、张雷 (南京)、姜珺 (北京)、陈旭军 (广州) 等等；当代视觉艺术家黄炳培 (又一山

人)、黎达达荣、利志达和来自德国的数码影像设计师参与视觉及展览创作；来自上海、

台北、深圳、香港四城的多位电子音乐人以建筑和城市为主题举行音乐会；国家级传统

昆剧名家张弘、石小梅；联同众多学术及文化单位和学者顾问 ─ 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

院何培斌教授和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许焯权教授、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靳埭强博

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杭间教授、设计及文化研究工作室赵广超先生等，携手以多元的

艺术形式展视建筑的各种艺术可能。 

 

「「「「建筑是艺术节建筑是艺术节建筑是艺术节建筑是艺术节」」」」节目节目节目节目    ────    从西方到中国从西方到中国从西方到中国从西方到中国‧‧‧‧传统到当代去认识建筑传统到当代去认识建筑传统到当代去认识建筑传统到当代去认识建筑    

艺术节中主要节目包括 7个剧场演出项目及 3个展览。剧场节目有由胡恩威近年创全港

同类演出之先河的「多媒体建筑剧场」系列演出 ─ 《《《《Looking For Mies》》》》和 《《《《CORBU 

and KAHN》》》》，由西方三位建筑大师出发，寻找现代主义建筑的源头和意义；两个以承

载着中国最长记忆的宫殿紫禁城为题材的多媒体音乐剧场《《《《大紫禁城大紫禁城大紫禁城大紫禁城》》》》(特邀黄耀明演

出)和昆剧《《《《紫禁城游记紫禁城游记紫禁城游记紫禁城游记》》》》，一个当代一个传统，以两种表演艺术形式阐释中国古代建筑

之美；另外《《《《建筑是建筑是建筑是建筑是…音乐对话音乐对话音乐对话音乐对话》》》》和《《《《城市漫游城市漫游城市漫游城市漫游》》》》则是结合音乐会与演谈的剧场节目，

由多位两岸三地的跨媒体音乐创作人及特邀讲者嘉宾与观众一同漫谈建筑与音乐 / 城

巿与影像的种种，加上最新一辑《《《《东宫西宫八西九龙珠东宫西宫八西九龙珠东宫西宫八西九龙珠东宫西宫八西九龙珠》》》》，由西九规划乱局出发，揭开

香港土地规划彻底失败之谜。 

 

展览部分以《《《《大紫禁城大紫禁城大紫禁城大紫禁城》》》》主题展览主题展览主题展览主题展览为是次艺术节的焦点，此展览连同系列的国民艺术教

育活动，包括公开演讲座谈「故宫的保护，展现及现代意义」和「中国建筑美学」讲座

系列同期举行，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赞助，适逢建国六十周年国庆期间，从中国建筑基



本步出发，学习和认识中国人的生活与智慧。《《《《大紫禁城大紫禁城大紫禁城大紫禁城》》》》主题展览主题展览主题展览主题展览，，，，定于定于定于定于 9999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开日开日开日开

幕幕幕幕，，，，邀得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担任主礼嘉宾邀得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担任主礼嘉宾邀得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担任主礼嘉宾邀得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担任主礼嘉宾。。。。此外两个展览项目《我的

现代建筑师》和《再思再创我们的文化海旁》亦将会分别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堂举行。 

 

而一年一度的「「「「城市文化交流会议城市文化交流会议城市文化交流会议城市文化交流会议」」」」将为艺术节的闭幕活动，会议自一九九七年开始，

每年以不同主题，轮流在香港、深圳、上海、台北四个城市进行，为这些城市的文化前

线工作者，提供各地文化发展资讯，让彼此了解共同或个别面临的挑战。今年会议将以

「文化空间与文化发展」为题，作交流及前瞻。 

 

 

 

节目查询节目查询节目查询节目查询 Programme Enquiries : 2566 9696  www.aiaf.hk 

传媒查询传媒查询传媒查询传媒查询：：：：进念二十面体进念二十面体进念二十面体进念二十面体 Mr Luka Wong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852-2893 8704 / 853-6301 6569））））     门票即日起于各城市电脑售票处公开发售门票即日起于各城市电脑售票处公开发售门票即日起于各城市电脑售票处公开发售门票即日起于各城市电脑售票处公开发售    票务及留座 / Ticketing Enquiries & Reservation  : 2734 9009 信用卡电话购票及留座 / Credit Card Booking Hotline : 2111 5999 网上订票/ Internet Booking  www.urbtix.hk 



「「「「建筑是艺术节建筑是艺术节建筑是艺术节建筑是艺术节」」」」节目概览节目概览节目概览节目概览    
(各项活动详细资料，请参阅艺术节册子及附件文字档)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甚么是建筑甚么是建筑甚么是建筑甚么是建筑 ? ? ? ?    西方古典传统认为「建筑是艺术之母」，因为一切的艺术都是在「建筑空间」中展现。工业革命和社会主义带来的现代主义建筑提倡「建筑是生活的机器」，到了今天资本主义全球化数码化，建筑的本质是不是已经改变？未来的建筑将会有甚么可能？此部分节目由三位现代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 (Ludwig Mies van der Rohe)、勒‧柯比意 (Le Corbusier) 和路易简 (Louis I. Kahn) 的创作理念开始，以光、影、声空间的多媒体实验，寻找现代主义建筑的源头和意义。 剧场演出：Looking For Mies © 进念二十面体  「多媒体建筑音乐剧场系列」由艺术节艺术总监胡恩威设计及执导，创全港同类演出之先河。 此多媒体剧场系列，以剧场灯光、声音、音乐及空间，展示了建筑的理论及美学。 
多媒体建筑音乐剧场多媒体建筑音乐剧场多媒体建筑音乐剧场多媒体建筑音乐剧场    

Looking for Mies    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9月 30日– 10月 2 日  音乐、声响创作、演奏：VSOP 影像设计：Tobias Gremmler (慕尼黑) 图像创作：利志达 演出：黄大徽  创作概念源自密斯的建筑理念及作品，空间和声音是主角，形式本身就是内容，剧场的原结构成了会说话的演员，演出以电子音乐为结构，多媒体为形式，重建和反思密斯的建筑空间和想象。 

剧场节目剧场节目剧场节目剧场节目    

CORBU & KAHN    香港文化中心剧场 10月 16–18日  以两位建筑师的理念，重新认识现代主义建筑的情与理。演出分为上下半场，上半场关于CORBU，下半场关于 KAHN。  上半场：小房子小房子小房子小房子 演出：陈浩峰 音乐创作：黄巨牛  下半场：路易简的时代和生活路易简的时代和生活路易简的时代和生活路易简的时代和生活 特邀演出：甘国亮 音乐总监、创作及演奏：蔡德才 剧场演出：CORBU & KAHN  

摄影：林嘉欣 
展览展览展览展览「「「「我的现代建筑师我的现代建筑师我的现代建筑师我的现代建筑师」」」」    香港文化中心大堂   9月 12日 –  10月 11日 林嘉欣用摄影手作与勒‧柯比意传情达意；黎达达荣用四格漫画演绎路易简的格言；利志达用黑白插画想象密斯．凡德罗的立体空间，表达他们对「现代建筑」的一些感觉。     
音乐音乐音乐音乐 +  +  +  + 演谈演谈演谈演谈「「「「建筑是建筑是建筑是建筑是…………音乐对话音乐对话音乐对话音乐对话」」」」    香港文化中心剧场   9月 30 – 10月 3日 以「建筑」为创作灵感，本地创作人实验电子音乐的创作和演奏，展开一场有关音乐与建筑的对话；与此同时，四位中国建筑师，以「甚么是建筑」为题，带动观众对建筑的无限联想。 

 音乐创作 / 演出：(节目一) Alok、Aenon Loo、KWC 

(节目二) Sin:Ned、潘德恕、João Vasco Paiva 嘉宾讲者：刘家琨 (成都)、朱小地 (北京)、王澍 (杭州) 、张雷 (南京) 



 
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甚甚甚甚么是中国建筑么是中国建筑么是中国建筑么是中国建筑 ? ? ? ?        最大的宫殿，最长的记忆─紫禁城─承载着多少中国人的生活艺术与智慧，中国文化不应只有唐餐旗袍，国民教育从来不能只叫口号，而是解放胸怀，实实在在的，用眼看，用耳听，用手碰，用尺度，用心想，认识我们的过去，再创现在与未来。此部分从中国建筑基本步出发，学习中国人的生活与智慧。 
    两出进念 09年原创 / 委约剧目，一个当代一个传统，以两种表演艺术形式阐释中国古代建筑之美。以紫禁城的建筑概念开始，天圆地方、五门三朝、以家为国，以国为家、王者居中…藉传统与现代的表演艺术形式，再现紫禁城的美学与文化，带领观众走进这座世界最大的宫殿之城，进入中国历史的文化空间里。导演及设计：胡恩威 
进念多媒体音乐剧场进念多媒体音乐剧场进念多媒体音乐剧场进念多媒体音乐剧场《《《《大紫禁城大紫禁城大紫禁城大紫禁城》》》》    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9月 25日–27日 黄耀明饰演燕子，飞越空间和时间，经历紫禁城的天、圆、地、方，从这一御座，这一中轴线，见证石小梅饰演九五之尊、王者居中，感慨春夏秋冬、生老病死，计算前朝后廷、天数地数的阴阳平衡，论述中国传统建筑匾额上的正、大、光、明。  特别演出：黄耀明 特邀昆曲演出：石小梅 音乐：于逸尧@人山人海 文字创作：何秀萍、陈浩峰    

 

全新委约全新委约全新委约全新委约昆剧昆剧昆剧昆剧《《《《紫禁城遊記紫禁城遊記紫禁城遊記紫禁城遊記》》》》    香港文化中心剧场 10月 8日–11日 《紫禁城游记》是进念继《临川四梦汤显祖》后，委约创作的全新传统昆曲剧本，以传统昆剧表演形式，向观众介绍中国传统建筑中，尤其是故宫营造中的基本文化理念和文化心态。 

 特邀昆曲剧本创作：张弘 (南京)   昆曲演出：石小梅、李鸿良 (南京) 音乐设计：戴培德 (南京)         谱曲：迟凌云 (南京)  
 
展览展览展览展览：：：：大紫禁城大紫禁城大紫禁城大紫禁城    香港文化中心大堂 9月 17 日– 10月 3日 创作顾问：赵广超    设计总监：黄炳培  中国建筑艺术概念中，形式和内容，理想与实用，从来是一体的，结构、方位、宽容、限制，一砖一瓦，一行一念，高低虚实，天圆地方，全部有根有据，由一到九，到九九八十一，我们可以从数目字开始，寻找所有想知道的，关于紫禁城的一切。  

公开演讲座谈公开演讲座谈公开演讲座谈公开演讲座谈「「「「故宫的保护故宫的保护故宫的保护故宫的保护，，，，展现及现代意义展现及现代意义展现及现代意义展现及现代意义」」」」    香港艺术馆演讲厅 9月 28日 讲座系列讲座系列讲座系列讲座系列「「「「中国建筑美学中国建筑美学中国建筑美学中国建筑美学」」」」    香港艺术馆演讲厅 9月 5日、12日、19日、26日 [免费活动]  共同策划：何培斌教授   赞助：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协办：香港艺术馆    



 

第三部份第三部份第三部份第三部份：：：：甚么是甚么是甚么是甚么是城市漫游城市漫游城市漫游城市漫游 ? ? ? ?    

 

城市漫游可以是一种甚么经验？行住坐卧，

耳闻目见，我们如何阅读生活中的城市？城

市规划如何影响着我们？来自中国多个城

市：上海、台北、深圳、北京、广州和香港

的创作人与前线文化工作者将以「城市漫游」

为题，透过音乐、影像、对谈及交流会议，

提升大家的敏感度，探索城市特别的声音和

感觉。      
会议会议会议会议：：：：城市文化交流会议城市文化交流会议城市文化交流会议城市文化交流会议    ────    文化空间与文化发展文化空间与文化发展文化空间与文化发展文化空间与文化发展        香港兆基创意书院 10月 17– 18日 合办：香港当代文化中心 

 

 会议自一九九七年开始，每年以不同主题，轮流在香港、深圳、上海、台北四个城市进行，为这些城市的文化前线工作者，提供各地文化发展资讯，让彼此了解共同或个别面临的挑战。今年会议将以「文化空间与文化发展」为题，作交流及前瞻。    
 

音乐音乐音乐音乐 +  +  +  + 漫谈漫谈漫谈漫谈：：：：城巿漫游城巿漫游城巿漫游城巿漫游    香港兆基创意书院多媒体剧场 10月 17 - 18日 城市的影像影响着不同的艺术创作，艺术创作也影响着我们对城市的记忆。来自上海、香港、台北、深圳四个城市的电子音乐创作人，将以「城巿漫游」为主题进行创作，另外四位来自北京和广州的嘉宾讲者将同场分享他们的「城巿漫游」经验。  音乐策划：许敖山 音乐顾问：黄耀明 协办：人山人海、城市画报 节目合作：香港兆基创意书院 音乐创作 / 演出：基爵(香港)、徐程(上海)、 姚大钧(台北)、陆正(深圳) 嘉宾讲者: 陈旭军，张晓舟，姜珺，黎文 

Architecture 

And 

Music    
 



 

第四部分第四部分第四部分第四部分：：：：甚么是西九甚么是西九甚么是西九甚么是西九 ? ? ? ?    

文化建筑对一个城市的文化和社会发展有甚么样的影响？「西九龙文化区」是目

前世界最大的文化建筑 规划，此部分将从「九龙文化海旁」的研究开始，探讨文

化场地本身在文化发展、城市规划、推动知识型经济、发展文化旅游及文化产业

所扮演的角色。  
    文化海旁，漫画家黎达达荣绘 

    

展览展览展览展览：：：：再思再创再思再创再思再创再思再创，，，，我们的文化海旁我们的文化海旁我们的文化海旁我们的文化海旁    香港文化中心大堂  9月 1–13日 由尖沙咀至西九龙的海旁，除了规划中的西九文化区，还包括了红馆、艺术馆、文化中心等建筑群，这些建筑如何融合社区环境，如何发展具有社区特色的文化艺术生活氛围？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学生将为我们的文化海旁再思、再创不同城市规划及设计方案。     
 

演出演出演出演出：：：：东宫西宫八之西九龙珠东宫西宫八之西九龙珠东宫西宫八之西九龙珠东宫西宫八之西九龙珠    揭开香港土地规划彻底失败之谜 香港文化中心大堂 9月 18–20日  点解香港所有建筑啲设计都一样？ 点解大部分公共建筑都咁核突？ 点解香港政府种死哂啲老树？ 点解香港度度啲冷气都咁冻？ 点解我地唔可以踩单车返工返学？ 点解政府要填到维港越来越细？ 点解香港连一个似样啲慨博物馆都无？ 点解西九唔会系世界级慨文化中心？  点解香港永远唔可以系伦敦纽约东京？  © 进念二十念体 「东宫西宫」以搅笑，以诚意，一一探讨政治、民生、教育等课题，第八集《西九龙珠》由西九规划乱局出发揭开香港土地规划彻底失败之谜，政府高官天天高叫香港要成为伦敦纽约一样的国际大都会，但是香港的土地规划和公共建筑为什么仍然那么死板和没人性？旧区重建不是以人为本，而只是以发展商场豪宅为本，交通政策只是以地铁巴士为本，禁绝行人和单车，土地只用来发展豪宅商场，农地成为货柜、垃圾堆填区，为什么香港会变成这样？是政府的错吗？是社会的错吗？是地产商的错吗？是传媒的错吗？香港人除了七一上街游行、静坐绝食、司法复核，香港人还可以做什么？政府除了把责任推在立法会的立法程序身上，有没有反思可以做什么？立法会议员除了闹政府、掟蕉、爆粗、争取直选，还可以做什么？我和你除了可以表达无力和痛心之外，还可以做什么？  编剧及导演：胡恩威   演出：陈浩峰 杨永德 黄大徽 钟家诚 陈淑庄 伍嘉雯 叶燕芳 孔奕佳 曾兆贤 音乐：于逸尧@人山人海、孔奕佳 主题曲创作：假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