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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為配

合尖沙咀星光大道優化計劃，梳士巴

利公園於去年關閉進行「大變身」，

並於昨日重新開放予公眾使用。公園

中央新增了橢圓形大草坪，臨海傍新

建了小舞台供舉辦不同活動，並設有

寬闊階梯，讓市民可坐下欣賞維港。

由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聘請的項目負

責人James Corner表示，公園昔日人

流不多，感覺亦較封閉，希望市民能

於新設計下欣賞天際線及維港景色。

梳士巴利公園 看海新蒲點
遊人可安坐草坪賞維港 海傍增空間辦市集活動

James Corner昨日介紹，設計概念
以簡單、綠化及向公眾開放

為主，團隊利用「花園綠牆」，將緊急出口、
升降機槽、大型變壓器及通風設備等機電設施
隱藏在內，一來避免這些設施與公園格格不
入，二來也使花園佈局更流暢。
他希望在海傍新增的公共空間可舉辦市集、
小型音樂會及其他活動，毗鄰的星光大道則可
如期於明年第三季重開。
公園內的公共洗手間「茅室」則由本地建築
團隊「LAAB」設計。設計師吳鎮麟表示，洗
手間的屋頂採用了磨砂玻璃設計，讓自然光盡
量透入，亦與周邊自然環境互相融合。

公廁「砌出」舊尖咀圖像
他指出，男女洗手間牆上有馬賽克砌成的舊
尖沙咀圖像，「女廁用了一張上世紀60年代
的尖沙咀舊照片，有舊九廣鐵路火車站鐘樓及
天星碼頭等剪影，男廁則以上世紀50年代的
梳士巴利道一帶的半島酒店及雙層巴士為藍
本。」
另一本地設計團隊「一口設計工作室」製作
了35張扇形木製座椅，靈感源自樹屋概念，
每張木椅內有數十個舊膠樽穩定座椅重量，每
張木椅亦可移動。
由康文署管理的梳士巴利花園，毗鄰香港藝
術館、藝術廣場及香港太空館，面積達1,782
平方米，去年第二季由新世界展開優化工程，
邀請了國際著名園境規劃設計師James Corner
聯同數位國際及本地設計師一同設計。昨日舉
行的重開典禮，邀請了康文署署長李美嫦及油
尖旺區議會主席葉傲冬等出席。

「大觀圓」9裝置觀不同鏡像
為配合花園重開，中央草坪由即日起至明年
2月11日會舉辦由本地藝術家洪強設計的「大
觀圓」展覽，展示3組共9個圓形裝置，市民
從中可看到不同的鏡像效果。
此外，本月9日、10日、16日和17日中午
至傍晚6時30分期間，花園草地會有歷驗式演
出，由劇場導演張藝生創作，免費入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建聯家庭事務
委員會趁聖誕節前夕，為一群兒童送上點點關懷
和溫暖。委員會主席鍾嘉敏、民建聯副秘書長鄭
泳舜及多名委員會成員昨日化身聖誕老人，探訪
香港保護兒童會「童樂居」近100名嬰幼兒（0歲
至3歲），這些兒童分別為棄嬰、孤兒，或來自
有問題的家庭。他們與一群兒童互動及派贈禮
物，傳遞愛心和關懷，提早與他們歡度聖誕。
童樂居是全港最大的一所嬰幼兒（0歲至3歲）
住宿院舍，由註冊幼兒工作員、護士及社工組

成，為100名來自未能提供適當照顧的家庭之嬰
幼兒，提供24小時住院照顧服務。據該會院長表
示，現時院舍人手比例是1:8，晚間是1:12，加上
每天分早午晚輪更制，人手需求很大及非常緊
張。
同時，服務這類兒童需要更悉心的照顧，壓力

非常大，在面對工時長，薪金待遇欠佳，往往窒
礙了入職者。雖然目前院舍人手足夠，但卻要經
常面對人手流失的問題。
委員會一直關注幼兒照顧問題，我們希望政府

能夠關注上述問題，並增加資源，資助院舍聘請
人手及提高福利，改善人手比例，以吸引幼兒工
作員入行。
除童樂居這類幼兒住宿院舍外，寄養家庭也可
以為因種種緣故而缺乏父母照顧的兒童提供家庭
式住宿照顧服務。現時寄養家庭服務需求增加，
委員會要求政府加強宣傳及鼓勵更多家庭成為寄
養家庭，並改善寄養家庭的津貼及獎勵這類家
庭，讓有需要的兒童繼續享受家庭生活，直至他
們能與家人團聚或獲得長期住宿安排。

民記聖誕老人「童樂居」送關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寒風來
襲，但尖沙咀海旁卻能免費體驗「暖笠笠」
桑拿。有非牟利機構於尖沙咀文化中心露天
廣場以原木搭建芬蘭桑拿房，並舉行文化活
動「沐熱乘涼Hot is Cool：芬蘭與香港的文
化對話」，由即日起至下周三免費開放給市
民參觀及體驗。
推動創意設計與建築新思維的非牟利機構

Culture for Tomorrow（CFT）舉辦的首個
大型項目，是於尖沙咀文化中心露天廣場舉
行「沐熱乘涼」活動。適逢芬蘭立國100周
年，CFT更邀請了當地設計師與香港年輕建
築師糅合創意及傳統概念，建構獨特建築。
芬蘭桑拿由當地著名設計師維爾．哈拉

（Ville Hara）團隊設計，名為「Sauna Ko-
la」。建築以原木建造，外形呈長方形巨大
木盒，內部設有浴室及更衣室，打開玻璃門
可進入蒸氣浴間，熱石及爐位位於地板下。
體驗者可一邊歎桑拿，一邊透過大玻璃欣

賞維港景色，惟需穿泳衣體驗桑拿，室內溫
度約攝氏70度，每節15分鐘。
維爾．哈拉表示，芬蘭人口約500萬，卻
有多達300萬間桑拿室，是當地人生活的一
部分，亦是社交平台，芬蘭人習慣每周焗一

次桑拿。他並說，焗桑拿過程為裸體，當地
人不論身份一同焗桑拿，展現人人平等的精
神。
「Sauna Kola」旁邊則設置出自本地年輕

設計師蕭國健手筆的「涼亭」。該建築同樣
以木搭建，亭頂呈方形，並能透光。
蕭國健介紹，上世紀80年代本港公共屋邨

及公園興建大量涼亭，成為市民日常社交的
地方，與芬蘭的桑拿有異曲同工之妙。設計
參照本港殿堂級建築師鍾華楠建於聯合道公
園的「湖邊亭」為基礎，並融入傳統井田制
及九宮格概念。
CFT創辦人鄭志剛表示，CFT於今年剛成

立，希望能實現設計師天馬行空的創意，落
實到社區各處。他並說，未來將每年舉辦一
個大型活動，會從公園及離島等不同空間方
向嘗試。

即日開放可到場輪候
「沐熱乘涼」活動獲旅遊發展局及芬蘭駐

港領事館等機構支持，旅發局主席林建岳到
場主禮。體驗桑拿由即日開始至下周三開
放，惟網上預約名額已滿，有興趣參加者可
到場輪候。

尖咀「沐熱乘涼」賞維港歎桑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
高約23米的香港迪士尼樂園睡公主
城堡，將於明年元旦日晚結束最後
一場煙花表演後進行「變身」。迪
士尼創意總監韋愷禮昨日介紹，今
次是全球迪士尼樂園首次重新改造
城堡，新城堡設計靈感來自13位迪
士尼公主及1名女王的故事，並強
調改造後會「更宏偉、更大」。雖
然他未有透露新城堡的高度，但相
信會擺脫「最矮城堡」之名，料能
於2019年完工。
迪士尼昨日舉行記者會公佈新
城堡設計意念，華特迪士尼幻想
工程（亞洲）創意發展總監韋愷
禮表示，明年1月2日起將進行城
堡改造工程，屆時煙花匯演將會
停演，直至2019年改造工程竣工
後再擇日重開。
新城堡設計靈感來自13個迪士尼
公主及1名女王的故事，約14個高
身尖塔會展現不同角色的特色，如
灰姑娘的馬車、貝兒公主的玫塊
等，而由公主啟發的特色設計及裝
飾將遍佈整個城堡，如代表白雪公
主的毒蘋果圖案將展於城堡一角，
高身尖塔亦至少新增13個，同時護
城河亦會增加噴水效果。

增日夜水元素表演
尖塔設計與港人勇於追尋夢想
的精神相呼應，亦期望展現香港
融合多元文化及夢想的特色。

他續說，城堡變身不只外表，
亦包括設計魔法化妝廳讓小女孩
變身為公主，亦會打造戶外舞台
及增加日間及夜間不同表演，當
中包含水元素的表演。現時香港
迪士尼的城堡高約23米，與1955
年興建的加州迪士尼城堡一樣，
並列全球迪士尼城堡最矮。韋愷
禮表示，目前不便透露擴展後的
城堡高度、面積及預計工程造
價，僅指城堡改造後會「更宏
偉、更大」。
迪士尼樂園於2018年至2023年

期間進行第一期園區擴建計劃，
幾乎每年推出新項目吸客，包括
新設《魔雪奇緣》及《漫威宇
宙》(Marvel Universe)兩大新園
區，並會擴建及改裝睡公主城
堡，合共耗資109億元，當中香港
特區政府注資58億元，華特迪士
尼則支付51億元。特區政府預料
2025年後，每年入場人數達900萬
至930萬人次，並能吸引更多內地
及東南亞高消費過夜旅客訪港。

呼應追夢精神 迪園城堡「長高」

香 港 迪 士 尼 首 個
Marvel 主題的遊樂設
施「鐵甲奇俠飛行之
旅」啟用後吸引不少
年輕男士到場，早前
更吸引 Marvel 之 父
Stan Lee到訪，探佢
老友 Iron Man！Stan
Lee首先試玩全球迪士

尼樂園首個Marvel主題的遊樂設施「鐵甲奇俠飛行
之旅」，並指該遊樂設施的驚喜程度令他意想不
到。他又與 Iron Man合照，大讚 Iron Man保養得
好，是他最喜愛的復仇者聯盟超級英雄。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

Marvel 之 父 探 仔

由香港藝術館策
劃的「城長．成

長」展覽昨日起於尖沙咀梳士巴利
花園藝術廣場舉行，展出本地藝術
家馮力仁及蕭國健分別創作的戶外
藝術裝置《萬家燈火》及《歲月飄
流》。蕭國健介紹，今次作品參照
中式帆船鴨靈號的尺寸，再找內地
造船師傳打造出兩塊巨型船身，豎
立在廣場之上，希望模仿昔日船隻
泊岸的情況，提醒市民梳士巴利道
原來是由填海所得。
蕭國健表示，半年前獲邀參加展覽

後，開始搜集尖沙咀的歷史圖片，發
現該處面貌一直在變遷，遂希望透過
藝術品勾起市民對舊時香港的回憶。
他指今次最困難之處在於打造船身

的弧度，要由經驗老到的師傅一鎚一
鎚敲出來。他希望遊人走入《歲月飄
流》時，可感受當年登船時面向彌敦
道的情景。
馮力仁的作品《萬家燈火》創作了

五棵不銹鋼製大樹，樹身有一格格的
窗戶，樹上則有多個霓虹燈招牌、天
秤及唐樓等，表達香港密集的生活空
間及不斷建設的面貌。他指作品內設
有LED燈，每逢晚上6時至深夜均會
亮燈。
香港藝術館館長（現代藝術）鄧民

亮表示，盼藉「城長．成長」讓市民
反思城市發展。是次展期由本月8日
至明年11月，香港藝術館將於2019
年夏季完成裝修工程及重新開幕。

■香港文匯報記者 翁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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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觀圓」有9個圓形裝置，市民可看到不
同的鏡像效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新城堡預想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珮韻 攝

■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多名成員昨日化身聖誕老人，探訪「童樂居」近
百名嬰幼兒。

■ Culture for
Tomorrow 於尖
沙咀文化中心露
天廣場舉行「沐
熱乘涼」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寶儀 攝
■白雪公主裡的毒蘋果在城堡窗
花展示。香港文匯報記者楊珮韻 攝

■市民可在梳士巴利
公園的橢圓形大草坪
欣賞維港景色。

香港文匯報記者
彭子文 攝

■梳士巴利公園於昨
日重新開放予公眾使
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彭子文 攝

■男廁的牆上有馬賽克砌成上世紀50年代的雙層巴
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巨型船身豎立在廣場之上巨型船身豎立在廣場之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