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國滄日前來港以「代達羅斯之翅
（Daedalus）」為喻，以自身和團隊

經驗談老屋與舊城再生。「代達羅斯之
翅」的故事來自希臘傳說，講述希臘建築
師兼發明家代達羅斯為自己和兒子伊卡洛
斯設計了飛行翼以逃脫禁錮，翼是以蠟結
合鳥羽製成，不耐高熱，但年輕的伊卡洛
斯因初次飛行的喜悅感受而愈飛愈高，因
接近太陽而使蠟翼融化，最終墜海身亡，
而悲傷的代達羅斯也從此不再想飛翔。劉
國滄以此作比喻，其實是描述自己在做歷
史空間保存再利用工作時的心情，「我
們幫老屋舊城裝上了翅膀，使其持續運
作，開始與未來的商業社會對話，可是
當你愈飛愈高，卻容易忘記改建活化的
初衷是什麼。另一方面，假如一個城市
的發展只注重擴張，追求地界愈來愈大
和樓房愈來愈高，也會容易忘記在城
市中生活的人們是否過得好。最終翅
膀融化，跌落下來。」他說。
原來劉國滄對香港PMQ也有些許
了解，他認為，香港地價貴，既是機
會又是挑戰，「香港很可能會發展
出值得台灣學習的案例，兼顧歷史
保存和商業模式，而危機則在於在
貴租壓力下如何鼓勵有創意和活力
的年輕人參與嘗試，希望會有其他
方式可以支持這樣的團隊入駐，
這樣才會維持歷史空間保存再利
用的活力。」

了解情感需求有共鳴
劉國滄最為人知曉的作品，是
有「台南三寶」暱稱的藍晒
圖、安平樹屋和佳佳西市場旅
店，而藝術造景牆面「藍晒
圖」早已走出台灣，受邀在柏
林、名古屋等城市出現。他選
擇的空間往往是被遺忘的沒
落區域，如在名古屋的長者
町，通過與環境以及人對
話，他讓「凝固於上世紀80

年代」的伏見地下商店街還原出當
年的樣貌，融合昭和年代的美好事
物，在真實場景與虛幻效果之間串
連起過去和未來，喚起民眾對時空
的想像、對傳統價值的記憶。「通
過對話，便會了解當地人的情感和
需求，無論是作為建築師還是藝術
家，重要的是使自己的創作成果與
他們產生共鳴，這個作品空間便會
在存在中持續發酵。原本那裡的藍
晒圖只有三個月的展期，由於當地
商家和居民的申請而保留至今。」
他認為，追尋回憶中的美好，是

建築和藝術的國際語言。從2005年
起，他幾乎年年為台灣燈會設計展
場，營造台灣人重要節慶裡的共同
回憶；在安平樹屋，他留住舊倉庫
和老雀榕共同形成的時光層次感，
以最低限度的人為修繕工作；2008
年，他為彰化鹿港設計了狀似凱旋
門的「凳屋」，由近八百張紅色長
板凳所搭建，形成一間鹿港老房子
的輪廓；自2014年起，他於福建省
福州市進行嵩口千年古鎮改造，被
譽為「嵩口模式」……在各式的改
造案例和嘗試中，可以看到他的原
則——盡量保留，卻不做教義派盲
目保留，希望舊屋在改造中煥發新
的用途，適應新的生活，並在設計
過程中不斷檢討，尋找新舊之間的
平衡點，發掘公共空間的更多可能
性。

建築和藝術密不可分
遊走於建築與藝術之間，劉國滄是同時

參與過威尼斯建築雙年展和威尼斯雙年展
兩項國際大展的空間設計者。對他來說，
建築和藝術是現代社會中的職業分工，實
質密不可分，「建築本身就是藝術，就像
電影是藝術一樣，不會有人提出電影和藝
術跨界的問題。只是建築多了一個專業的
身份，需要同時兼顧理性和感性，承載工

程技術卻無法逃脫藝術表現性，最終呈現
出的是一個空間和視覺的結果。」
他認為自己沒有在「跨界」，只是在不

同領域的嘗試中與不同的人對話，也了解
到不同的思考方式，最終跳出固有的僵化
思維，互成影響和啟發。「建築與人相
關，裝置藝術卻未必，出於在建築領

域對人的關心，我的裝置藝
術作品自然而然會與其他藝
術家有所區別，會多一些與
人之間的關係，在意作品能
否 使 觀 眾 產 生 『 歡 喜
性』。」他解釋道：「例如
我們看到美麗的夕陽會感
動，看到可愛的小貓會喜
歡，我希望自己的作品會使
觀眾感動，感到自己置身於
舒適的環境之中，珍惜美好
的剎那，也開始思考人生和
社會中的重要問題。」

舊城情結和文化濃度
劉國滄是打開聯合工作室

主持人、副教授，專長為建
築理論與創作、藝術創作；
現任台灣藝術進駐交流協會
理事長。用老空間連結文化
與記憶，設計的「藍晒
圖」，是近年來使海安路顯
露生機的「藝術造街」運動
中，相當引人注意的一個作
品。他帶領平均年齡僅30歲
的團隊，雖創立於台灣的古
都台南，卻屢屢能跨越時空
與文化的限制，多次受邀國
際展覽，曾於威尼斯、巴
黎、米蘭、柏林、多倫多、
名古屋、北京、深圳等城市
間展出。
問及其在台南設立工作室

總部的原因，他答道：「台
南的商業密度不高卻文化濃度高，生活機
能同樣方便，進行試驗性創作的機會更
大。當民間有了改建的想法而去申請，政
府通常願意支持。但現在遇到的問題是一
些老房子是私有的，政府應該有更多政策

使這些擁有人願意留存老房子去
改建。」不久前，他剛參與完成
台南蝸牛巷街區改造，修復坐落
於永福路二段八十一巷的百餘年
老屋，將其變為緊隨時代步伐的
共享空間，特色食堂和親子民宿陸
續進駐，使老屋重獲新生，煥發活
力。
老屋與舊城像錨，沉澱在時光
裡，若消失得太快，人們的記憶便
只能飄蕩，無處落腳。若改建活化
得當，即使功能改變，也總能找回根
據。「現代生活的急速變化使歷史空
間消失得太快，若我們有幸接觸，便
希望可以使其以更靈活的方式持續存
在，若放任其一成不變，則無法適應
未來的生活，成為徒有外表的古董。
更重要的是，改建後老屋要使年輕人喜
歡親近，社會的未來存在於他們的想法
之中。」他說。

「「和你一樣和你一樣，，在面對老牆在面對老牆、、殘屋殘屋、、廢墟與荒村時廢墟與荒村時，，

我們擁有一段不捨的記憶與曾經背棄它的失落感我們擁有一段不捨的記憶與曾經背棄它的失落感，，這這

不止是建築專業的困境不止是建築專業的困境，，更是你我觀念上不自覺的束更是你我觀念上不自覺的束

縛縛。。在當代西方城市建設的趨勢之外在當代西方城市建設的趨勢之外，， 我們應該一同我們應該一同

來探索來探索，，身處亞洲的我們身處亞洲的我們，，能否找到第三條路能否找到第三條路？」？」台台

灣建築師劉國滄帶領團隊十幾年來不懈探索灣建築師劉國滄帶領團隊十幾年來不懈探索，，而他的而他的

經驗經驗，，是否又能給身處香港的我們帶來啟發是否又能給身處香港的我們帶來啟發？？凝聚情凝聚情

感感，，了解需要了解需要，，不斷檢討不斷檢討，，靈活轉變靈活轉變，，莫忘初衷莫忘初衷，，尋尋

找新舊之間的巧妙平衡找新舊之間的巧妙平衡。。當老屋舊城遇到全新的功能當老屋舊城遇到全新的功能

和表達和表達，，會煥發出更強的能量會煥發出更強的能量。。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張岳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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幪面超人等日本特攝片是不少港人的童年
摯愛，也有一群人成年後仍記得少時的英雄
夢想，義工團隊「假面製造」（Rider Mak-
er）便聚集一班志同道合的本地幪面超人
cosplay愛好者，團長黃旨灝（阿花）攜團隊
共同創作出港產英雄「守武者」，他們即將
以香港代表身份參加9月29及30日於日本
千葉舉行的「全日本地區英雄祭2018」，
並在當地舞台表演。
守武者系列英雄角色中的守武者夢翔和奸
角枯葉死士日前亮相全港首屆2018，與一
眾小觀眾互動表演小劇場及展示《守武
者－夢翔》片段。亞洲玩具展由即日起至8
月19日於荃新天地一期舉行，市民可到此
試玩六大必玩經典攤位遊戲、巨型逾2米半
的夾公仔機，參觀「疾驅轟牙」試玩區及咭
類遊戲《星夢學園》及《高達》比賽擂台
陣，預覽多款本地著名插畫家Art Toys珍藏
等。

服飾設計融入中式元素
「假面製造」平時有拍攝網劇、短片，自
資自編自導自演，去年推出原創英雄「守武
者」，今次更推出首部舞台劇《守武者－
夢翔》。談起創作初衷，阿花表示，是希望
通過作品讓小朋友們知道，日本特攝英雄文
化在香港也可以做到，「我們之後也會在作

品的基礎上做更多嘗試，例如與不同的機構
合作，到香港各景點拍攝，以及更多類型的
舞台表演等。我從去年開始在日本學習動作
演技，認識了很多演員和動作指導，也了解
到日本很多作品與其文化特色相關，百花齊
放。我想到，既然團體已經做了很多技術上
的努力，不如運用這些技術創作屬於香港的
原創作品。」
據阿花介紹，《守武者－夢翔》作品與

本土樂隊「神奇膠」合作，共同推出主題
曲，將廣東歌元素加入特攝表演中。而其中
的兩位港版「超人」分別名為「夢翔」和
「勇進」，寓意「追尋夢想」及「勇往直
前」，設計靈感來源於鷹和豹的形象，「夢

翔」的頭飾設計則採納印第安人造型，當然
其中也不乏中式元素，例如勇進的黃黑間條
服飾設計，是向已故武術家李小龍致敬，武
器更選擇使用雙節棍。

本土超人做慈善更具影響力
「假面製造」成立於2012年，最初是日本
幪面超人cosplayer團體，成員包括約20名在
職人士及學生，後來漸漸演變為義工組織。其
中不少成員和阿花一樣，從小熱愛幪面超人等
英雄角色，如今利用工餘時間為團體打拚，自
發集資，以一腔熱愛支撐夢想，也期待更多資
源的投放。阿花常抽出時間赴日本向專業導師
拜師學藝，把正宗「特攝」表演帶到香港，也

將學成的技巧無私分享給團員。「特攝」是一
種拍攝電視劇及電影的特技手法，專門用於日
本超人、戰隊系列作品，常用於對打場景，深
受一眾動漫迷喜愛，更形成獨有的文化。角色
與小朋友的互動，加上戰鬥的場面，更能帶出
教育的意味。
現時團隊每年會進行6次以上義務表演及

活動，包括到醫院為接近康復的癌症小朋友
演出、舉行交通安全教室及到不同學校做義

工等，致力將歡樂帶給大小朋友，希望透過
超人傳遞正面訊息，將助人助己的精神發揚
光大。阿花希望帶更多原創作品參加慈善活
動，舞台劇設計也並不僅是為娛樂，他說：
「對小朋友來說，這些原創英雄是全新的，
形象和動作與我們的生活都有所關聯，所以
會對他們有着更大的正面影響。」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假面製造」團長黃旨灝 攜「香港英雄」共追夢
■守武者夢翔
（左）和奸角
枯葉死士均為
守武者英雄系
列角色。

張岳悅攝

■■阿花希望帶更多原創作品參加慈善活動阿花希望帶更多原創作品參加慈善活動。。 張岳悅張岳悅攝攝

■「日本地區
英雄祭2018」
中 《 守 武
者－夢翔》
的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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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忘初衷

■■劉國滄早前來港談劉國滄早前來港談
老屋與舊城再生老屋與舊城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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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安平樹屋

■海安路藍晒圖——牆的記性

■鹿港凳屋——鹿港是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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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福建的福州嵩口古鎮到泉州洛
陽古鎮，劉國滄西進築夢步履矯
健，在大陸的工作室也是兩地工作
人員各半。在他看來，這些年輕人
剛好可以互補，台灣青年偏好更多
新嘗試，有時卻無法持續性地解決
問題，而大陸青年在解決問題方面
做得很好。談到古鎮，劉國滄表示
和台灣的經驗相近，同是新舊交
融，居民生活不受影響，於是以台
南舊屋改造15年來的經驗為古鎮
做全盤規劃，包含環境改造、年輕
人返鄉安置、當地產業就業等各方
面，嵩口古鎮的活化至今耗時4
年，頗費心思，已初見成果。他
說：「我們和當地政府達成共識，
想要以最少的預算和破壞，使當地
生活有最大的提升。」而同樣在進
行中的洛陽古鎮活化，他的團隊也
在不斷地思考和嘗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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