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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後城市設計再思系列之二
新冠肺炎疫情曠日持久，正當人人都在期望疫情早日結束生活重回正軌時，另一邊廂，相關業界人士

已開展了後疫情時代關於建築及城市規劃的討論。疫情影響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暴露了本地城市規
劃、公共空間、建築設計的種種問題。倘若再有世紀疫症來襲，香港是否有足夠抗疫能力及反彈能力
（resilience）？記者採訪不同持份者，為後疫情時代的城市設計及規劃出謀獻策。

記得7月29日是全日禁堂食措施的首日，
一幅幅市民在戶外狼狽進食的照片在社

交媒體瘋傳。疫情期間，有些公園的有蓋涼亭
被圍封，用作下棋的桌子亦然，若在公園進
食，只能手捧飯盒三扒兩撥。公園外同樣慘不
忍睹。有人席地而坐，有人跪着吃飯。翌日，
民間出現一系列自救措施，例如巴士公司在車
站提供椅子，讓市民食餐安樂茶飯。此刻，我
們驚覺要在這個先進的國際金融中心覓得舒適
的公共空間食飯竟如此奢侈。有從事城市研究
的學者表示，疫情顯露了城市公共空間規劃的
不足。在地產和商業主導的香港，此類議題往
往視為雞肋，不被重視，當疫症來襲，便殺市
民一個措手不及。疫情給大眾的啟示是，公共
空間與自己息息相關，疫情過後，必須重新思
考其設計與規劃，讓自己活得有尊嚴。
何為公共空間？專門研究本地公共空間議
題的組織「拓展公共空間」指出，公共空間最
基本的定義是公眾可共同免費享用的空間，除

了公園外，還包括大街小巷、市集、海濱走
廊，甚至郊野公園、海灘等。公共空間在城市
中向來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為市民提供休憩
空間，促進社交生活。香港的居住環境狹窄，
人口密集，疫情下，長期困在家中的市民需要
有適當的公共空間稍作喘息；此外，部分室內
活動或會移到室外進行，例如進食或看電影，
此情況下，城市有足夠優質的公共空間便十分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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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特意為市區公園這個城市重要的公共空間把脈找毛病上期特意為市區公園這個城市重要的公共空間把脈找毛病，，今今

期專題則把眼光拉闊一點期專題則把眼光拉闊一點，，聚焦到城市整體的公共空間規劃聚焦到城市整體的公共空間規劃。。早早

前政府推行全日禁堂食令前政府推行全日禁堂食令，，市民市民「「無啖好食無啖好食」。」。如果城市的公共如果城市的公共

空間能更充足空間能更充足、、更以人為本更以人為本，，那麼就可能不會有當日悽慘的景那麼就可能不會有當日悽慘的景

象象。。本地公共空間規劃的不足是老生常談本地公共空間規劃的不足是老生常談，，皆因市民及政府部門皆因市民及政府部門

皆不夠重視皆不夠重視，，但疫情迫使大眾面對現實但疫情迫使大眾面對現實，，不能再對積存已久的問不能再對積存已久的問

題視而不見題視而不見。。如果不從中汲取教訓如果不從中汲取教訓，，再有世紀疫症來襲再有世紀疫症來襲，「，「慘慘

況況」」會再次重現會再次重現。。今期專題便採訪了來自不同專業領域的人士今期專題便採訪了來自不同專業領域的人士，，

看如何能夠改善及開拓城市的公共空間看如何能夠改善及開拓城市的公共空間。。

採訪採訪：：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朱慧恩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藝術推廣辦事處數年前曾推
出公共藝術項目「城市藝裳計
劃：樂坐其中」，由4位客席
策展人分別協助20組本地藝
術家、設計師及建築師在全
港18區設計20組各有特色的
藝術座椅，放置各區不同位
置，成為城市一道獨特的
風景。這些椅子分別設
置於康文署轄下的公
園、海濱長廊、休憩
用地及遊樂場所，
吸引不少市民打卡
及使用。此外，主
辦方亦聯合不同機
構舉辦了一系列活
動，推動社區不
同 階 層 人 士 交
流，延伸座椅的意
義。不過，這些藝
術座椅並非永久放
在上址，展期三
年，現已結束。
現時城市的公共空

間設計總是予人面目模

糊之感，缺乏特色，亦不夠人性
化。今次疫症來襲，給我們的啟
示是城市裏有足夠的公共空間是
十分重要的，試想像，如果城市
裏可以有足夠的、人性化的公共
空間，那麼即使是全日禁堂食，
市民也不愁在戶外沒有地方進
食。疫情帶出的訊息是，除了追
求金錢外，也要活得有尊嚴。若
城市中有一些以人為本的公共空
間或可供休憩的椅子，也能提升
市民的生活質素。像上述的藝術
椅子，由藝術家、設計師、建築
師共同設計，便可以提供不同的
意念，因地制宜，設計有趣又適
合市民使用的椅子。其實政府在
規劃公共空間，也不妨多讓不同
界別的人一起參與，提供意見，
讓公共空間的設計能夠真正做到
以人為本。

「有研究顯示，人長壽與否，並非主要取
決於飲食或做運動，而是social。人與人之間
要有交流，而城市裏的公共空間就是城市的客
廳，例如公園、街道，很重要，讓我們可與其
他人接觸。」香港建築師學會副會長陳翠兒
（Corrin）一語道出公共空間對市民的重要
性。然而，請她談談心目中本地做得不錯的公
共空間，Corrin想了一陣，不諱言：「真是想
不出有哪個特別outstanding，其實都反映了問
題所在。」她直言，疫情之下，更是凸顯了城
市公共空間設計的不足之處。室內如商場，大
部分地方欠缺座位；室外的地方也欠缺座椅，
以防人流聚集。明明是屬於市民的公共空間，
卻偏偏不歡迎市民聚集，弔不弔詭？
她認為，公共空間可分不同的層次，像公
園、街道固然是城市公共空間的組成部分，但
大至如維多利亞港也是重要的公共空間，不應
忽視。「然而，自從海路被cut斷後，我們沒
有真正好好享用到公共空間。」

哥本哈根經驗值得借鑒
Corrin認為香港的沿海空間不乏改造的可能
性，例如可活化一些閒置的碼頭，供市民使
用。她舉例，丹麥的哥本哈根便做得十分出
色。當地在規劃公共空間時，會着重重塑沿
岸、近水的空間。「他們沿水、沿岸做了很多
有趣的泳棚，其公共空間的設計很能凸出當地
的海。」雖然未必能夠直接搬到香港，但也不
乏參考價值。Corrin提議：「香港之前有很多
碼頭，但現時都不太active，我們可以考慮重
塑碼頭的connection，活化碼頭。」她認為，
人離不開水，水予人涼快之感，亦可以淨化空
間，降低城市溫度。
Corrin在擔任香港建
築中心主席期間，會帶
市民到世界各地參觀當
地建築物。她表示，像
哥本哈根就有精彩的建
築政策，利用建築增強
市民在城市建設和規劃
時的參與。她續道，近
年當地的建築政策是以
環境為先。「他們做了
很多建築比賽，改變了
公共空間的設計，都非
常成功。」她舉例，如

一個位於Norrebro區、名為Superkilen的公
園，便邀請了建築師、園林設計師、藝術家一
起重新設計空間，體現了當地的文化共融。
Corrin又表示，當地活化由公共空間開始，又
會活化圍繞地鐵站的公共空間。
Corrin認為，公共空間的規劃，除了數量

外，更重要的是質量。「質量就是要為環境及
社會帶來好處。」回到香港，雖然霎時間未必
講得出本地設計理想的公共空間，但Corrin
認為並非無可取之處。「起動九龍東的open
space便做得挺好。」她亦觀察到近年有些地
方亦有進步。她舉例，以往商場大部分
空間都沒有位置坐，但現時有些
則有改善。「例如南豐紗廠，
中間空間兩旁有很多座
椅，設計態度是好的。
以前就是要客人走來
走去買東西，現
在會思考多一些
可以讓人坐下
的空間。」

望行人天橋變園景平台望行人天橋變園景平台
若說Corrin把目光聚焦於碼頭與水，香港

園境師學會副會長陳元敬（Paul）則着眼於
天橋與「綠色」元素。Paul認為，天橋本來
就是城市重要的公共空間，可惜現時天橋功
能單一，除了供行走外，無甚吸引力，也無
其他用途。Paul認為，天橋作為公共空間一
部分不應被忽視，如果天橋能轉化成園景平
台，便能開拓更多公共空間。「如果是園景
平台，就不單止是行走，還可有不同事情發
生。」兩者有何不同？他解釋，園景平
台都是天橋的一種，只是空間較寬闊，
亦可以提供座位讓市民休息。
當然，香港空間如此擠迫，真正

落實起來或有難度，但Paul認為現時有些地
方確實有可改善之處，例如圍繞西九的一系
列大型項目便是一例。「西九有很多大型的
發展項目，像柯士甸站、西九文化區、高鐵
站，但你會發覺當中的連接做得十分差。所
有的連接都靠天橋，天橋得個『行』字，無
吸引力，只是供人行走。」他認為，若能把
天橋改造成園景平台，便能雙贏。「這樣
做，行人感到舒服，又可以讓人坐下來。如
果肯多想一點，會發覺效益可以很大。
如此大型的投資項目，若能把『連接
位』稍稍做好一點，整件事會差很
遠。」

沿海空間待活化改造

小空間更需高質設計小空間更需高質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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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造天橋或許
仍需時日，但近年天橋

底卻越來越熱鬧。例如邀請
藝術工作者為冷冰冰的橋底添
「新衣」，讓空間更活潑；又或
者善用天橋底空間，進行各類型
活動。Corrin認為天橋底是很有
潛力的公共空間，惟她認為現時
大部分都做得「唔係幾好」。
「鵝頸橋已經是很特別的公共空
間，但依然十分殘舊。」她說。
除了天橋底尚有需改善之處

外，Corrin亦留意到全港18區的
小型公共空間也經歷類似情況。
她認為，現時各區都不乏有一些
頗有潛質的公共空間，然而部分
外觀不吸引，設計時也未必完全
考慮到當區市民的需要。故她認
為若能重新設計這類散布城市角
落的公共空間，也能提升市民的
生活質素。「城市的公共空間需
要有質素的設計，例如該設計是
與當地的歷史、文化有關，這才
能扎根。」像中環的百子里公園
就是不錯的例子，既有休憩的空
間，亦把與當區相關的一段重要
歷史——辛亥革命，以文字介紹
的方式呈現在市民眼前。Corrin
認為，空間設計除了要人性化
外，更重要的是讓市民有歸屬

感。
她指出，要規劃和設計優質的
公共空間，除了政府部門的努力
外，也可以邀請市民一起參與設
計或管理。她舉例，台灣就有推
出公共空間收養計劃，讓NGO
「收養」這些公共空間，此後政
府要提供資助、舉辦比賽，鼓勵
市民悉心照顧這些空間。

冀市民參與管理公共空間
「始終公共空間是屬於市民，

政府只是託管。其實市民也可以
幫忙管理。後疫情時代，很多東
西會變，公共空間的設計和管理
都應該變。」文化倡議者黃英琦
說。現時香港的公共空間設計及
管理不少均由政府主導，有公眾
參與（public engagement）的不
多，相關部門在規劃及設計時亦
欠缺諮詢，變相每區的公共空間
未必能切合當區市民的需要，例
如若該區老年人口較多，對公共
空間的需求或會較多，其設計亦
可能不同。上期專題中，記者邀
來Paul為十年如一日的市區公園
「把把脈」，談到管理部門因怕
承擔責任，對公園的活動多規
限，對園內遊樂設施選用亦較保
守。當市民習慣了現有的，便不

會思考其實可以擁有更好的。
這種想法跟市民對城市公共空間
的態度如出一轍。由於長期的官
方主導，市民無論對於參與公共
空間的設計，還是追求理想公共
空間都不積極，當問題發生時，
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Corrin舉了一個失敗例子：在

灣仔大王東街，有一個曾邀市民
一起設計的公園，當時市民提議
在地面上做一些電車路。「意念
不錯的，但後來因為政府重新接
管，個空間都幾 bad，不活
潑。」Corrin指出，以前的人一
提到「靚」字，就會很害怕，
「但城市空間就是要靚，即是否
有創意。今次大家都關注的就是
要有地方讓人坐下食餐飯，我們
要活得有尊嚴。疫情就是讓我們
覺醒，知道過往的做法可能不太
可行，如果什麼都只是不斷重
複，就違背了健康的理念。」設
計要扎根，就要有市民參與。
「始終在香港，仍未有市民可以
參與城市設計。」
Corrin認為任何地方都需要優

質的公共空間，尤其香港的居住
環境狹窄，有足夠的公共空間更
顯重要。因此，應藉此機會認真
思考如何讓城市的公共空間規劃

做得更好。「香港
有很多有心的專業
人士及市民，政府
應該趁此機會，群
策群力，為城市做
一些事情，藉此打
造健康城市團結
社會。」

眾人合力齊設計眾人合力齊設計
藝術座椅裝點藝術座椅裝點1818區區

■■為了防止人群聚集為了防止人群聚集，，公園內桌子被圍封公園內桌子被圍封，，
想舒服地吃個飯似乎很難想舒服地吃個飯似乎很難。。 朱慧恩朱慧恩攝攝

■■雖然城市裏有一些小型休憩空雖然城市裏有一些小型休憩空
間間，，但卻不甚美觀但卻不甚美觀。。 朱慧恩朱慧恩攝攝

■■位於堅尼地城城西道的卑路乍位於堅尼地城城西道的卑路乍
灣海濱休憩用地灣海濱休憩用地。。

■■中環百子里公園頗有特色中環百子里公園頗有特色。。

■■位於哥本哈根的位於哥本哈根的SuperkilenSuperkilen公園公園。。

■■公共藝術項目公共藝術項目
讓藝術家在不同讓藝術家在不同
地區設計座椅地區設計座椅。。

■■現時天橋功能現時天橋功能
單一單一，，除供行走除供行走
外無甚吸引力外無甚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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