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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角既充滿共同回憶，又交織不同社群並經歷著

城市空間及社會狀況的急劇轉變。

由市區更新基金資助，香港藝術中心主辦的公

共藝術和社區項目「路過北角」（下稱「項目」）以

啟發社區居民對城市公共空間未來用途的思考和

設計為願景，希望為社區帶來改變，以提升居民的

生活質素。

為進一步推動和改善公共空間，香港藝術中心

現邀請本地創意人才提交創意社區空間提案，設

計、籌劃實踐、製作、並安裝能夠改善城市空間及

激發想像的臨時性實體原型 /創意概念的施行構

想/城市空間的藝術介入/建築裝置或改善工程，並

積極考慮北角的獨特性、地區環境和文化，以回應

社區需要，鼓勵能夠促進地方感的交流和互動。

是次公開徵集創意社區空間提案（下稱「公開徵

集」），旨在通過創新藝術概念，為我們的城市空間

尋找新的形式、意義和實踐，範圍從社區實驗到原

型構造，並以此催生公眾對公共空間的討論，推動

由市民主導的城市空間營造。單純的設計，並非是

次公開徵集的創意作品的核心，相反，我們期望創

意作品能結合公共功能、解決方案及社區協作，從

而連結和累積社會資本。

視乎創意作品提案的質素，我們將會從中甄選

最多六項創意提案（參閱附件一的地點），並在

2021年9月爲期一個月的「路過藝術節」中公開展

示，藉此為公共空間和社群注入活力，促進人與人

之間的交流和互動。

香港藝術中心視這些實驗為一個起點，期望能

帶動社區居民積極參與城市空間的規劃營造，同時

亦希望能讓決策者更加深入思考城市景觀與地方

居民之間微妙緊扣的關係，為未來社區發展締造更

多可能性，加強社區凝聚力，共創更宜居的城市。

路過北角 Via North Point

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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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過北角 Via North Point

委約預算2

就以下兩個類別的地點，每項委約創意作品的預算上限分別如下：

預算上限（港幣）

預算上限（港幣）

A1  
春秧街和糖水道交界的休憩處

B1  
HF61 天橋旁的地面位置 （橫跨渣華道和糖水道）

A2  
北角海濱休憩處 (涼亭 )

(近北角渡輪碼頭 )

B2  
北角道與渣華道交界

B3 
北角��碼頭

B4 
�水���

B5 
糖水道�北角�里�界

B6 
錦屏街

B7 
在附件一藍線範圍內的其他建議地點

$2,200,000 以內

每個地點 $450,000以內

$600,000以內 

類別 A  –  
指定地點

類別 B  –  
自由選擇地點

獲選 創意作品數量

右列地點各 1

獲選 創意作品數量

最多 4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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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獲委約製作的款項，將不超過每個地點的預算上限，並以獲批核

的提案所同意的金額為準。

每項委約創意作品的預算必須包括但不限於以下細項：

藝術家費用和/或設計費用；

材料、輔助結構和製作費用；

籌劃及帶領能為社區帶來長遠或持續影嚮的活動，並作為設計創意作

品的參考；

圖則、可行性研究報告、其他相關安全證書及物料明細（如香港藝術

中心要求）、獲委約創意作品的最終竣工文件（如需要）；

出席香港藝術中心指定的會議 ；

參與宣傳活動 (如需要)；

設置電力/照明系統設備（注意所有地點均無電源）；

保險（就指定地點(A1-A2)或自由選擇地點(B1-B7)購買賠款額分別達港幣

$30,000,000 和港幣$10,000,000的僱員補償保險、公眾責任保險和承建商

全險，在保期中每次的意外索償不會扣減保額總數）；

送遞和安裝前的運輸和儲存；

在「路過藝術節」期間就委約的創意作品提供檢查、清理和維修，並提

供一年保養期* (包括物料、工序 ) 作額外選項；

拆除、棄置和還原原有狀況；

提供委約的創意作品保存和維修的指引 (如需要）；

製作簡述創意作品的展示牌；

提交委約創意作品創作歷程、過程、結果和反思 (見附件8)；

其他獲委約創意作品製作和安裝過程中，產生的所有的直接和間接成

本和費用，包括但不限於監督、人工、設備、旅程、記錄、徴費和

稅款等。

* 香港藝術中心將保留權利與獲委約的參加者協商延長展示及保用期

限至展示期後。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路過北角 Via North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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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年滿十八歲或以上並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證的香港居民，均可以

個人身份、團隊成員或公司名義（「參加者」)提交建議書。年滿十八歲

的海外人士也可以團隊成員的身份遞交提案，但參加者中必須有至少

一名成員是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證的香港居民。每隊成員人數不設上

限，但每隊必須包括一個製作/建造單位。詳情請填寫在附件二的參加

表格。

參加者須在參加表格第一部份和第四部份展示其在創作、製作和

安裝創意作品的相關經驗，並在附件二第六部分展示能依照「十、主要

日期」的時間表完成創意作品的能力�提供創意作品的製作時程。此

外，參加者亦須在附件二第一部分中闡述對北角社區議題和鄰里網絡

的認識和了解。我們特別鼓勵藝術家、建築師、創作達人、匠人和跨領

域的團隊參與。

香港藝術中心僱員和「八、評審小組及程序」中所列明的評審委員，

均不得參與和遞交提案。香港藝術中心將就參加者的資格保留最終決

定權。

參與資格

路過北角 Via North Point



6

4

參加者無須就遞交的提案支付任何費用，但須自行負責因準備和遞交

提案及/或委約的創意作品，以及出席相關會議/匯報（如有）所產生的費

用和開支，例如材料、人力、交通、翻譯、保險等。

對於參加者因參與是次公開徵集而引致的成本或損害、預計利潤的損

失或任何其他事宜，香港藝術中心概不負責。

開支

路過北角 Via North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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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作品旨在爲多元的社區充權，令社區有機會參與其中，激發社會-

城市地域的活力和認同感，促進社區的互動和發展，長遠有助於塑造公

共領域的協作式治理和共同管理。

創意作品的設計過程必須建基於社區參與，並對社區產生累積和持續

的影響，作為入選準則。如提案獲在地機構/社區/單位/居民表示有興趣

主辦或參與設計過程，將有利於遴選（非必需）。

每件創意作品亦應參考附件四所載有關各個地點的基本要求和以下

設計考慮因素：

產生參與感
為使用者提供多種互動方式 

讓使用者能參與改動/自造的靈活性

刺激更多的社區互動和對話 

創造愉快和互動的體驗

通達程度和包容性
增強在舒適度、人體工程學及功能性方面的體驗

邀請多元社群參與，不受性別/年齡/種族/收入/身障限制

提升北角社區和社群的獨特性

•

•

•

•

•

•

•

入選準則

創意作品
的基 本
設計考慮

路過北角 Via North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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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程度和耐用設計
具吸引力及啓發性

耐用、安全，能承受大量使用、街道環境和惡劣天氣，

並能在為期一個月的「路過藝術節」期間保持良好狀態

•

•

為了幫助參加者針對性地理解北角社區日常生活模式，探索能呼應地區

背景、社會結構及脈絡的設計方式和可能性，我們強烈��參加者研究

附件五中的背景資料包，包括人口統計數據概述、場地資料、由項目都市

實驗室參加者共同制定的《城市章程》和項目的社區意見調查結果。

提案必須坐落於北角，各個指定和自由選擇地點的地圖見附件一，

亦可建議在藍線標示範圍內的任何可行地點。

香港藝術中心有權決定任何初步入選提案或獲選提案的地點。

6 地點

路過北角 Via North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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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參加者必須按照以下要求和規定的格式遞交提案。參加者須就每份提

案遞交一份獨立的參加表格及所有必須的相關文件。

為了讓參加者有更多機會展示他們的創意，我們會盡量挑選不同的參

加者，委約他們在不同地點進行創作。

就每項創意作品已填寫的參加表格（須以英文及中文表述），

並附有參加者的資料（見附件二）

提案格式為Powerpoint / PDF， (以二十五頁爲限)，並載有資訊如下：

創意作品的名稱、媒介、材料及屬意地點；

創意作品的概念（中文及英文描述各不超過六百字），說明創意作品如

何與北角的脈絡配合、如何符合入選準則，以及在哪些方面增強了連

結性；

闡述創意作品概念，如何建基於社區參與、如何在設計過程中對社區

產生累積和持續影響；

註明一個表示有興趣主辦或參與設計過程的本地機構/社區/單位/居

民（有利於遴選但非必要）；

標註過去五年在類似背景下的重點項目/展覽中的經驗（參考資料或

樣品最多十個）

•

•

•

•

•

i

ii

路過北角 Via North Point

遞交提案

所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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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iii

高質素的圖則、草圖、圖像、模型照片、三維視覺效果或其他說明方式，

清楚地展示提議的創意作品，以及建議地點的渲染圖；

詳細說明提議的創意作品的尺寸、物料規格、安裝方法、結構完整性和

安全合規性；

時間表、製作和安裝詳情；

詳細的製作預算和細目；

建議的創意作品的運作及保養詳情；

建議的創意作品在「路過藝術節」展覽完結後，繼續展示或使用該作品

的計劃的簡要建議。

簽署的聲明（見附件三）

所有圖像和插圖必須清晰，解像度至少為300dpi，格式為JPEG。

若建議的創意作品會產生任何聲音/音效，參加者應在提案中提供關於

聲音/音效的詳細描述和聲音/音效節錄或錄音樣本，並提供可存取的下

載連結。

由於遴選將根據收到的所有資料作審核，參加者應確保遞交的資料準

確、完整、相關和全面。

所有遞交的提案，包括條款 7.1所述的所需文件，須於二零二一年二月二

十二日下午六時或之前，以電子方式發送至vianp@hkac.org.hk，並註明 

「路過北角公開徵集提案」。逾期或不完整的文件將不被考慮。

  

參加者在成功遞交提案後，將收到一封確認電郵。如附件大小超過

6MB，請將文件上載至雲端儲存，並提供可存取的下載連結，否則可能令

提交失敗。

7.2
遞交及
截止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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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遞交的所有提案、建議的創意作品和獲委約創意作品，必須是參

加者的原創作品，不得侵犯任何人的知識產權。

參加者必須是其提案、建議的創意作品和獲委約創意作品的知識產權全

部擁有者（視情況而定）。參加者須對任何人士就其提案和相應的創意

作品提出的侵犯知識產權的索償負責。參加者須就因任何人士對提案及

相關創意作品的知識產權被侵犯的指控及/或索償而引起的，或與此有

關的所有訴訟、費用、索償及法律責任，向香港藝術中心賠償。

若香港藝術中心單方面認爲任何提案/建議的創意作品/獲委約的創意作

品侵犯任何人的知識產權，香港藝術中心在任何時候均保留全部權利，

拒絕或取消任何參加者和提案或建議的創意作品或任何初選入圍或被

揀選的提案，或者不委約任何提案或建議的創意作品。

7.3
作品
原創性

路過北角 Via North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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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在設計創意作品時，應注意結構安全。任何創意作品的結構，倘

若超過二點五米高及/或二點五米寬，必須由香港藝術中心指定的結構

工程師審查及認證。

設計在公眾地方展示的創意作品，必須有堅固的框架，能獨立運作，並能

長期保存。作品應以安全以及耐用的材料製成，並能抵禦颱風和其他惡

劣天氣狀況，以及公眾的頻繁使用。

設計不得具有公眾可能接觸到的鋒利邊緣或棱角，也不得有任何鬆動的

部份，以免構成潛在危險。創意作品如需固定在牆上，須考慮牆身及支架

的結構（如適用），以及牆身的承重範圍。創意作品如需安裝在支架或地

板上，應考慮支架/地板的承重能力。如需要基座或額外的結構支撐，則

應安置在創意作品的指定位置內，而基座或額外結構支撐的所有相關費

用，包括挖掘所需的支架和安裝完成後的一年保證，均應包括在委約預

算中。

我們鼓勵參加者在製作和安裝創意作品時，使用環保材料和節能設備。

如創意作品是由木材、天然材料或織品製成，則必須爲本身防火或噴上

防火塗層，以獲得消防裝置及設備證書（FS251）的安全認證。

7.4
物料運用
及結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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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提案將由香港藝術中心進行初步甄選，然後再由評審小組就初步

入選的提案進行評核。

所有入圍的提案會由一個多元化的評審小組進行評核，該小組的成員包

括藝術和建築專家和專業人士、本地政府機關和社區持份者團體和東區

區議會的代表（見附件六）。香港藝術中心保留更改評審小組成員的權

利，並有機會增加、更改或更換小組的任何成員，恕不另行通知。

如有需要，入圍的參加者有機會於二零二一年三月獲邀，透過網上 /面

對面會議展示其構思 /提案。

評審小組及程序

路過北角 Via North Point

第一階段：
初步甄選
 

第二階段：
評審小組
的評核

所有符合資格的提案均會由香港藝術中心進行初步甄選。香港藝術中心

將根據遞交的提案是否符合「五、入選準則」和「七、遞交提案」的要

求，篩選出最多 20 份提案。如有需要，香港藝術中心可要求任何參加者

就其提案作出查詢。

入圍的參加者將於三月初獲電郵通知，其提案將由技術顧問及有關的政

府部門 / 在地持份者進一步審核，以評估其技術可行性。

 

香港藝術中心保留酌情權，將所有入圍的提案在項目網站上公佈，供公

眾投票和提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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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遴選準則

路過北角 Via North Point

香港藝術中心和評審小組將按以下準則評核和甄選提案：

比重 分數準則 

顧及北角都市環境的藝術構想

對產生參與感、創造社區凝聚力、發揚北角

特點和塑造公共領域可持續協作式治理

及共同管理的影響

創意作品的環保程度

參加者組織和製作該創意作品的

相關經驗和能力

在以下層面上的技術可行性*：

展示和使用的規模、物料、耐用度、適合度

預算和成本效益

公眾安全和保養考慮

甲 .

乙 .

丙 .

丁 .

戊 .

20%

30%

10%

10%

30%

	 								

20

30

10

10

30

100

* 技術可行性將在第一階段由技術顧問進行評估

•

•

•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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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主要日期

路過北角 Via North Point

二零二一年
二月二十二日
下午六時

二月下旬

三月上旬

三月中至下旬

三月下旬

四月上至中旬

四月中旬

五月下旬

六月下旬

七月上旬至

八月下旬

•

•

•

•

•

•

• 

• 

•  

• 

• 

截止遞交提案

階段一：香港藝術中心初步甄選提案

初選入圍參加者的結果通知*

*香港藝術中心有權在「路過北角」網站宣傳初

步入選提案供公衆投票和發表意見 

階段二：評審小組審核初步入選提案 

如需要，入圍參加者或會獲邀作介紹

公佈結果，電郵通知獲選的參加者

參加者與香港藝術中心商議和確認提案

與獲委約參加者簽署協議書

予獲委約參加者委約創意作品首期款項

（總預算的50%）

確認創意作品的設計

舉行有助設計過程的社區參與活動

製作創意作品

每月向香港藝術中心匯報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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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和設置獲委約的創意作品

提交準確的竣工圖則

備妥消防裝置及設備證書（F. S . 251）、電

力條例（第406 章）電力（線路）規例 完工

證明書（表格WR1）及/或註冊結構工程師

（RSE）證書（如適用）

完成安裝，提交獲註冊工程師認證的證

書，和其他有關結構完整和安全的要求文

件（如適用） 

予獲委約參加者委約創意作品第二期款項

（總預算的30%）

創意作品於「路過藝術節」展示並

開放予公衆

拆除及離場

提交創作反思

予獲委約參加者委約創意作品尾期款項

（總預算的20%）

二零二一年八月下旬

八月三十至三十一日

九月一日

十月一至三日

十月中旬

•

•

•

•

•

•

• 

 

  

 

路過北角 Via North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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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初步入選的參加者會收到電郵通知。香港藝術中心保留權

利，在「路過北角」網站上公佈有關創意作品，供公眾投票及提出意見。

所有獲委約的參加者將在電郵收到結果通知。投票結果亦會在「路過

北角」的網上平台上公佈。

路過北角 Via North Point

公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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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公開徵集並非招標邀請，亦非委約協議。委

約的細節將由擬獲委約的參加者和香港藝術中心

共同制定和同意，以實踐獲委約的創意作品。

香港藝術中心保留酌情權，按評審小組的建議

及香港藝術中心認為合適的方式，考慮、分析和挑

選提案，並與參加者磋商協議。評審小組所甄選或

推薦的提案，並不保證會得到香港藝術中心的委約

協議。香港藝術中心保留權利，以任何理由不委約

任何地點的任何參加者。

路過北角 Via North Point

創意作品
的委約

在香港藝術中心與獲委約的參加者簽訂書面

協議之前，參加者與香港藝術中心之間不會就委

約和製作參加者的創意作品，產生任何法律權利

或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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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委約的參加者須註明，獲委約的創意作品是

由香港藝術中心所委約製作的。

香港藝術中心和參加者有權在不向對方支付費

用的情況下，製作、保存、播放和與他人交換註明

參加者名字的創意作品，用於存檔、公眾參考、非

商業用途、宣傳和教育用途。

所有由參加者研發的概念、設計或任何形式的

提案材料，包括有關的任何版權或其他權利，均屬

參加者和香港藝術中心的財產。參加者同意採取任

何必要的步驟和簽署必要的文件，以證明香港藝術

中心的擁有權。

路過北角 Via North Point

版權及擁有權

參加者保證提案的任何部分，以及向香港藝術

中心提供的創意作品，不會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

識產權，並已向有關的第三方知識產權擁有人（如

有）取得所有必要的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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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委約的創意作品將暫時安裝在協定的地點，

為期一個月（或香港藝術中心認為適當的其他時

間），但須得到相關政府部門、持份者的允許，並

視乎獲委約的創意作品的實際狀況，以及與受委約

參加者之間的協議。

評審小組可隨時公佈任何初選入圍或獲選的提

案和遞交的創意作品。參加者授權香港藝術中心

及其授權使用者，拍攝、複製、使用、保存紀錄、發

佈、展示、修改、翻譯及分發任何有關他們所提交

路過北角 Via North Point

展示及宣傳

的方案及提議的創意作品的資料，包括但不限於文

字及圖像，並透過各種形式的溝通渠道，包括網上

及印刷品，作文件、公眾諮詢、展覽、新聞及媒體報

導、教育及宣傳用途。該許可是免版稅的、不可撤

銷的、非獨家的、全球性的、永久的、可再許可的和

可自由轉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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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過北角 Via North Point

一般條款

香港藝術中心對公開徵集活動各方面保留最終決定權，

其決定對有關各方均有約束力。

香港藝術中心無須支付因準備、遞交、查詢、澄清、磋商或取消公開徵

集活動而產生或附帶的任何費用。

香港藝術中心對任何被拒絕的、不合格的、不成功的或被剝奪所有權

的提案不承擔任何賠償責任。

香港藝術中心可酌情取消、修改或暫停公開徵集活動。參加者無權因

取消、修改或暫停公開徵集而獲得任何補償。

香港藝術中心保留權利不委約任何公開徵集中的提案。

香港藝術中心保留權利，在授予協議前，與任何參加者就方案的任何

措詞、條件、條款、段落或任何部分進行協商。

公開徵集的條款和細則及其他安排，可由香港藝術中心酌情更改。參

加者應密切留意公開徵集活動的網頁，並留意與公開徵集活動有關的

任何資料或變動。所有在本項目網站公開徵集網頁上公佈的事項、資

料或變動，均被視為已獲確認，並對所有參加者具有約束力。

是次公開徵集所有相關文件的中、英文兩個版本有任何抵觸或不相符

之處，須以英文版本為準。

一 .

二 .

三 .

� .

五 .

六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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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次公開徵集，參加者（且應確保其僱員、經理人及承辦商）不應

提供或尋求任何由防止賄賂條例《第201章》所定義的任何利益。若參加

者、其僱員或承辦商未能防止，或作出任何提供或尋求任何以上利益的

舉動，或需負上相關的法律責任，而其提案亦將不獲考慮。

路過北角 Via North Point

反賄賂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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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過北角 Via North Point

個人資料

遵守法律

  遞交提案後，參加者同意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將由香港藝術中心保存

及使用，並用於執行是次公開徵集活動、安排委約協議書（如有），以

及日後香港藝術中心舉辦的其他藝術和社區項目的通訊。

    未獲揀選的提案中的其他資料，則會在公開徵集結束後銷毀。

     本公開徵集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及法規管轄並按之解釋。獲委約

的參加者應嚴格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現行的法律、條例、規程、命令

及章程進行與獲委約的創意作品相關的所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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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過北角 Via North Point

資訊及查詢

我們建議參與方追蹤本項目的網站和社交媒體平臺，

了解最新資訊和有關公開徵集的公佈。

路過北角

 

  

如有查詢，請聯絡香港藝術中心「路過北角」項目團隊：

電話：(852) 2582 0200 或 (852) 2824 5305  

電郵：vianp@hkac.org.hk 

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半（星期一至五，公衆假期除外）

網站：www.hkac.org.hk

http://www.via-northpoint.hk/
http://www.facebook.com/vianorthpoint/
http://www.instagram.com/vianorthpo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