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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員從 2012年起於《信報》〈建築思
話〉專欄撰寫近四百多篇文章，適逢今年學會成立 65周年，
並以「人人建築」為主題，我們從中挑選出 65篇文章結集
成書，盼能以此分享給大眾以作交流。

我相信建築師應該好像「文化工作者」般，不單要有審
美眼光，且要有敏銳的人文觸覺，對人們生活有深刻體會，
再結合心思意念，加入「以人為本」元素設計建築，賦予建
築物生命力，訴説歷史進程中建築設計不同的取捨。

建築師在城市建設中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需要有熱誠
抱負，肩負起改善市民生活空間的責任。建築師的抱負就是
把文化、時間及空間有機結合，以專業知識研究如何配合各
持分者的需求，建設以人為本的居住環境，呈現當代文化魅
力和生活美學。

誠然，建築與書冊同是文化載體，能夠作傳承和盛載記
憶。會員除了日常工作於圖則呈現建築設計，還能透過於建
築思話專欄撰稿，以文字來表達所思所想，並以此作為我城
發展的憶記。希望讀者通過這本選集，對建築伴隨社會變遷
的緣由有更深入的了解。

蔡宏興 建築師
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 2021-2022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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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已經是第二屆擔任香港建築師學會規劃及城市設
計委員會主席。自 2012年以來，香港建築師學會規劃及城
市設計委員會已開始為信報撰寫〈建築思話〉文章。在這十
年間，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員已經發表了近四百多篇文章。主
題涵蓋建築、城市設計和規劃議題，藉此亦表達了我們對城
市發展的建議。令建築師感到鼓舞的是，公眾越來越重視香
港的宜居性和可持續發展性。我們的城市是社會構建共同生
活的環境，反映了我們對社會及文化的價值觀。因此，規劃
和城市設計對每個人都非常重要。

在今年香港建築師學會成立 65周年之際，我們的編輯
團隊從《信報》專欄中精挑細選出 65篇文章。這些文章分
為五個章節，從生活、建築和城市發展範疇上捕捉了香港回
歸發展十數年後的點點滴滴。

程玉宇 建築師
香港建築師學會

規劃及城市設計委員會主席 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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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專欄〈建築思話〉文章能夠結集成書，我們
編輯團隊實在要感激學會會長和規劃及城市設計委員會的支
持。我們是次從四百多篇的專欄文章選岀書中 65 篇，當中
難免有滄海遺珠，盼眾會員能見諒。

建築師作為發展城市面貌不可或缺的角色，需要協調各
方要求，並以大眾福祉為考慮，以圖紙、模型及落成品勾劃
我們的所思所想。除了市民作為日常用家身份感受我們設計
的建築外，我們希望此書作為建築師學會會員對我城及建築
的評論想法，能讓大眾更認識本土建築師的各種面向。

此書出版之際正值我們香港建築師學會成立 65周年，
出版此書除了作為其中一個慶祝活動，更盼能為我城近年發
展留下一個註記。

張凱科 建築師
郭永禧 建築師
陳俊傑 建築師
蕭鈞揚 建築師

編輯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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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未來



世上本來就沒有可以窺探未來的水晶球。面對變幻莫測
的環境，人類是在不斷摸索中開創未來。

城市是人類文明的產物，是都市人口一切活動的載體。
城市的可持續發展也自然需要好好的規劃未來。

現今香港城市發展較為突出的問題是策略性規劃、土地
與房屋供應、舊區更新和生態環境等。本章所選錄的文章也
正好就這些課題論述了一些觀點。

張量童

土地及房屋供應一向是困擾香港的重要議題。要解決
這一大難題，對於管治能力日益低落的特區政府來說，可謂
Mission Impossible！

近日中央政府高調指責香港特區政府改善住屋問題不
力，始見香港各高官終於肯真正迎難而上，切實面對問題。

想不到香港人的住屋問題要去到如斯地步才有望解決！

麥喬恩

「安得廣廈千萬間」，讓巿民安居是特區政府重中之重
的房屋政策之一。政府一直增加土地供應和致力構建置業階
梯，恆常化「綠表置居計劃」和「港人首次置業」先導項目，
以滿足公營房屋短中期的需求。政府亦竭力推動房委會和香
港房屋協會廣泛使用「組裝合成」建築法和其他數碼化的建
築科技如信息模擬技術等，從而壓縮及優化整個建造工作的
流程，維持穩定的房屋供應，展現解決房屋供不應求的決心
和承擔。

陳皓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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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來拯救香港市容？

馮永基
2013-02-21 原刊於《信報》

十多年來，隨著香港不斷發展，到處湧現不少超高大
樓、屏風樓、巨平台、高腳屋等獨有的「香江 Style」，令
僅餘的空間變得愈來愈擠迫、稠密、悶熱，甚至窒息！

發展商的「抱怨」

特區政府的土地及規劃政策促使「發水樓」應運而生，
但大多數市民卻認為這是地產發展商聯同建築師的「綜合智
慧」所得出的結果。悲嘆香港的建築設計一向是由市場主
導，建築師只能依從既定的售樓策略、用家喜好，乃至風水
師傅的意見來提供服務。

大業主一方面對綠色環保生活侃侃而談，另一方面卻帶
動商業行為，反其道而行，例如裝置閃爍的戶外燈飾和大幅
炫目的廣告，完全遮蔽大廈窗戶，以賺盡每一分錢。

「多」不一定好

與此同時，特區政府相關部門和區議會都把「改善環
境」解讀為「大量增加利民設施」，在「多就是好」的價值
判斷下，我們不難明白為何各區在區議會的推動下，不斷在
僅餘的公共空間增加設施，這包括行人天橋、自動電梯、隔
音牆、告示牌、地區牌坊、中式涼亭、路旁座椅、馬路欄杆、
區會花盆、有蓋通道、戶外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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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這些加建設施的設計水平既平庸，又不協
調，有些更是沒有必要的，並漸漸衍生為嚴重的「視覺污染」
問題。不過，誰又膽敢質疑它們的成本效益和優化效用，引
致出現如此反智的思維？

各區常見的例子是：既要爭取更多行人天橋，同一位置
卻又保留班馬線，導致行人天橋效益不彰；既要附屬行人天
橋的升降機，卻又保留坡道，令坡道變成浪費和阻塞街道。
另外，在行人道上增設斷續的隔熱上蓋，因而增建支柱，導
致通道收窄而衍生盲點，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竟砍伐原來
的植樹以配合工程。

最近，特區政府宣布花費巨資，於行人天橋加設電梯以
方便長者，以及輪椅使用者。這本應是德政，更是一個可替
代長坡道以釋放路面空間的大好契機，但問題是，除非由受
影響的商戶提出要求，否則區議會並不願意拆除坡道。

可以預見，在特區政府大幅資助各區議會的「地區改
善小型工程」上馬後，將會出現更多「各適其適」的工程。
包括愈來愈多地區爭取興建有蓋行人天橋系統、上山行人電
梯……效益不高之餘，對具有歷史意義的清幽古道和該區街
道亦造成視覺污染和不可彌補的破壞。

可建立單車系統

既然各個區議會獲得民政事務局慷慨分配一億港元，
可足夠各區提供有突破性的計劃。我建議那些有理念的區議
會，可藉此機會在區內設置自助式單車系統，作為區內的環
保交通配套，西貢、大埔、離島等區域是最有條件做試點。
另外亦不妨以行人隧道取代行人天橋，才算是善用公帑，以
及真正改善公共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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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然參照人口同樣龐大的國際城市，如倫敦、紐約、東
京等，我們會奇怪為何他們沒有汽車天橋和有蓋行人天橋等
穿梭於市區中心，亦不會讓廣告燈箱任意橫跨馬路。

儘管這些大城市的天氣比香港惡劣、街道比較寬敞，但
她們卻懂得重視空間和街道的質素，不介意丁點兒「日曬雨
淋」，亦不容許廣告牌破壞市容，選擇以潔淨的環境，簡約
的手法避免一切可能構成視覺污染的建築或物體存在。

應遏抑廣告霸權

從香港人慣性舒適的角度，要搞好市容及改善路面景
觀，香港可仿照日本，採用地下商場通道連接地下鐵路，以
及以有規範的直度廣告燈箱取代目前任意妄為的廣告霸權，
這或許較切合香港的城市發展思維。

香港人不斷詬病過去十多年的過度發展，特區終於對
「發水樓」撥亂反正，期望把城市的輪廓、樓宇的規模，回
復合乎比例的發展密度。

既然我們的土地如斯匱乏，我們更須珍惜空間。若然要
大量增加土地興建房屋，可從維港以外填海入手，但前提是
必須減低居住密度，改善整體環境，而非只顧加大「地積比
率」，摧毁早已不堪的市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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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城發展消毒

張量童
2016-04-16 原刊於《信報》

我們的城市病了。

城市是都市人口一切活動的載體，城市發展不健康，市
民也無法安居樂業。

經初步診斷，香港近年受到兩大病毒入侵，且有快速蔓
延的趨勢。這兩大病原體一種來自政府，一種來自民間。

在香港，「鄰避」心態（nimbyism）非常普遍。Nimby

是 not-in-my-back-yard的字母縮略詞。市民對一些必要的
社會設施抱著「不要在我後院」的態度。鄰避設施包括精神
病院、中途宿舍、露宿者收容所、軍事設施、焚化爐、發電
廠、骨灰安置所、殯儀館、海水淡化廠等等，理由很簡單，
因為他們認為此等設施必然影響居住環境甚或樓房價值，
所以無論政府或民間企業就此類設施於申請規劃變更土地用
途時，處處碰壁。小部分立法會與區議會議員還投市民之所
好，推波助瀾，藉以希望獲得更多選票。城市發展整體受到
窒礙，許多經濟活動和民生相關的活動，也無法有效進行，
最終受害的仍然是普羅大眾。

城市發展的另一大病原體是「士紳」。士紳化一詞來自
英文的 gentrification。在香港，士紳化現象體現在部分市區
重建項目，與房委會 2004年把商場和停車場分拆予領匯兩
事之上。前者因重建而導致原區的地價和租金上升，原區的
低收入者由收入較高者遷入取代；後者被視為香港公共屋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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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場士紳化的例子。

市區重建的原意是把舊區的土地資源重新整合規劃，讓
原區的生活條件得以改善，例如拓寬車路、增加社區設施，
藉以彌補該區的「規劃赤字」（planning deficit），最大程
度上讓居民原區安置，讓原來賴以維生的行業能得以延續生
存，社會網絡不致破壞，目的不應是重建面積最大化。可惜
的是，市建局的一個緊箍咒是「不可以蝕錢」。

領匯（後改為「領展」）的概念一直為人詬病，是
2003年政府於 SARS後急於開拓收入來源的短視錯招。結
果，公屋居民要付出昂貴代價購買生活用品，原來一些傳統
的行業如補鞋、補衫、水電修理，甚或傳統工藝則無以為繼。

細心分析，這兩種病原體得以在城市滋生，原因是政府
的城市發展管理機制出了問題。首先，市建局不應以賺錢為
目標。個別重建項目的可行性與財務安排應要著重考慮「社
會影響評估」（social impact assessment），把有需要重置
或添加的一些社會設施納為項目的必要條款。項目的定位和
財務計劃不宜由市建局決定。

筆者建議可成立由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聯席主持的
高層次「城市發展督導委員會」（「城督會」），審批每個
市區重建項目，藉以兼顧其他社會效益，提供政策和財政支
持。

市建局的角色應重新定位為「市區重建項目經理」，負
責為重建項目制訂最適合的重建方案，真正做到以人為本，
以社會整體利益為基線。

城督會亦可改善目前城規會的架構弊病。城規會現時的
工作量可謂文山會海，處理的個案問題複雜、文件繁多、時
間冗長，試問兼職的城規會委員，何來那麼多時間充分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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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申請的詳情，他們惟有依賴規劃署送來的文件和建議作
為依歸，甚少對規劃署的立場提出相反意見。

規劃署的處境有時亦值得同情。在個別規劃申請過程
中，規劃署擔任城規會討論文件的制訂人，當同級的其他部
門持不同甚或不大合理的意見時，規劃署很難提出質疑或凌
駕性的否定意見。建議在有需要時，規劃署署長可向城督會
尋求指示。

城督會將起平衡協調各部門不同意見的作用，一方面可
以覆檢各部門的評估；另一方面，可以從社會效益、整體經
濟發展的角度考量個別申請的社會價值和貢獻，指令有關部
門採取有效的措施和資源調配，積極支持相關申請項目。這
便可大大減輕規劃署單獨承擔平衡各同級部門意見的壓力。
同樣，當「鄰避」效應衝擊值得支持的社會設施時，申請人
亦可通過一定機制，要求城督會覆檢各部門意見，並給予政
策支持。

看來，通過體制上的改動，才有望擊退這兩大城市發展
病毒。

「鄰避病毒」和「士紳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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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人類文明的產物，而建築是文化的載體。

建築師的角色對於城市建設可謂舉足輕重，他們堅信在構思城市
和建築設計的過程中，除了要讓人和自然共存，還應達至協同效應，
令環境和人的生活更上一層樓。是以他們將文化、時間及空間有機結
合，再透過自身的專業知識，根據大眾的需求，建設以人為本、優質
的居住環境，呈現當代文化魅力和生活美學。

每位建築師對於城市規劃、建築保育、建築美學，乃至建築政策
等，都有其獨特的見解和經驗。適逢香港建築師學會成立 65 周年，
特以集結65篇文章，讓社會大眾能從更廣泛的視野解讀社會和文化，
並藉此讓讀者認識本土建築師的各種面向，一窺他們對於城市規劃的
所思所想，當中更談及近年備受關注的城市發展的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