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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過北角資訊包
最後更新︰2021年8月26日

（一）有關路過北角

「路過北角」項目由香港藝術中心籌辦，榮獲市區更新基金「市區更新文物保育及地區活化資助計劃第五期」贊

助。

計劃宗旨︰

1.活化北角社區︰利用公共藝術、建築及城市規劃，設計出以人為本的可持續生活藍圖，提升區內居民的生

活質素

2.保留及發揚社區內的物質及非物質文化遺產︰凝聚跨代共融，透過對話分享及傳承傳統文化知識和技能

3.促進社區共融︰關注居民需要，鼓勵區內不同年齡層及少數旋裔人士參與

--

策劃大綱︰

1.以藝術提升城市景觀︰鼓勵大家關注北角社區，利用想像力和創意發掘更多社區美化新可能

2.以建築思維來推動居民積極參與城市規劃議題︰ 鼓勵居民反映對區內公共空間的構思，促進有建設的對

話，共同想像社區公共空間的可能

計劃理念︰空間想像 地方主場

社交媒體 Facebook: @ViaNorthPoint | Instagram: @ViaNorthPoint

主題標籤︰#路過北角 #香港藝術中心 #市區更新基金 #空間想像 #地方主場 #北角社區 #ViaNorthPoint
#HongKongArtsCentre #UrbanRenewalFund #BeAnImagineer #NorthPoint #Community

關於路過北角 | www.via-northpoin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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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過北角」以啟發社區居

民對公共空間未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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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藝術中

心將會與跨界別的人士和機構攜手合作，設計一系列社區參與工作坊和創意藝術作品以連繫新舊居民、增進

居民對公共空間的認知、展現北角獨一無二的地文魅力，藉此營造社區歸屬感，以及透過空間想像培養文化

公民意識和自發的社區營造。

有關香港藝術中心 | www.hkac.org.hk

香港藝術中心──藝術就是熱誠．藝術就是生活．藝術就是普及

自1977年成立以來，香港藝術中心一直透過舉辦不同形式的藝術活動及藝術教育，在積極培育藝術家的同時
，努力將藝術引進大眾的生活。

http://www.via-northpoint.hk
http://www.hka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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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中心相信藝術能夠改變生命。在過往四十多年來，中心透過不同形式的藝術活動包括視覺藝術、表演藝

術、影像與媒體藝術、動漫、公共藝術、藝術教育、講座論壇、藝術節及社區藝術項目等等，把創意藝術與大眾

生活聯繫起來。

香港藝術中心旗下的「香港藝術學院」於2000年成立。透過學院專業的學歷頒授課程培育藝壇新血，而短期課
程及其他外展活動的舉辦，更成為藝術融入社區的重要橋樑。

香港藝術中心積極將藝術引進生活，讓大眾不單單可以作為藝術節目的觀眾、更可以成為藝術家、甚或藝術

贊助者，讓生活與藝術緊扣。

關於市區更新基金 | www.urfund.org.hk

作為2011年2 月公布的《市區重建策略》其中一個重要部份，「市區更新信託基金」的一項重點工作是資助市區
更新範圍內的文物保育及地區活化項目，作為信託基金的受託管理人，市區更新基金負責執行「市區更新文物
保育及地區活化資助計劃」，以提供財務資助，支持由社區人士提出的市區更新保育及活化計劃。

關於都市實驗室

「我成在舍」網上成果展 – Online Exhibition of Urban Design Lab

是次「我城在舍@都市實驗室網上成果展」展出對北角春秧街的試驗研究。都市實驗室由香港藝術中心籌辦及
由合十企画策劃，在這一系列的社區研習工作坊中，團隊對春秧街和周邊社區進行了一些調研，透過一系列

的「共學設計工作坊」，以同理的角度了解社區，重新構想城市生活應有的品質。這些設計意念或許只捕捉了

頃刻的當下，但郤充滿了團隊對城市公共空間的意義反思和設計抱負。

我們都是實驗室的一分子。在這充滿傳奇的春秧街，誠邀您投入這趟旅程，跟我們分享您的想法。

計劃支持︰

高家揚小姐

毛家謙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系合十企画（現已正式改名為「Happy Aging Lab」）

關於路過北角─創意社區空間提案徵集

由市區更新基金贊助，香港藝術中心籌辦的「路過北角」項目於2021年1月中旬進行創意設計方案徵集。秉持
著以啟發社區居民對公共空間未來用途的思考和設計為願景，誠邀各路人馬組成小隊，構想融合以社區居民

為本、地方質素和改善社區空間的設計方案，共同轉化北角的休憩處和公共空間，成為富有特色和讓彼此互

動交流的平台。獲選的創意社區空間提案將有機會實現構思, 並於2021年9月「路過藝術節」中展示!

六份獲選提案已於2021年4月份公布﹐有關作品詳情請參閱下列資料。

http://www.urfund.org.hk
https://www.via-northpoint.hk/design-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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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路過北角公共藝術裝置

第一類︰ 路過北角─創意社區空間提案徵集 六份獲選提案

簡介︰緊接2021年1月份「都市實驗室」計劃所得到的北角街坊意見﹐ 邀請本港各界對改善社區生活環境有熱

誠的專家﹑藝術家及建築團隊等﹐ 為北角指定地點設計「創意社區空間提案」。最後團隊從76份參賽作品之中挑

選了六份可行提案﹐製作成公共藝術裝置。六件公共藝術裝置將於8月30日「路過生活節」開幕禮揭曉﹐為北角社

區注入活力。

藝術裝置（將於2021年8月30日揭幕） 作品資料

01.春秧炊又生

● 社區園圃、廚餘再造、環保酵素

● 地點︰春秧街

● 展示時期︰2021年8月30日至10月下旬

藝術家︰和建築

在春秧街，紛紛攘攘的市集與施施而行的電車，編織

著一幀香港獨有的風景。春秧街街市盛載著北角街坊

的日常，是一個富有社區意義的民生地方

。

《春秧炊又生》以「春秧」街社區場所的地標性作為立

足點，以「炊」代表街市垃圾和社區廚餘衍生出來的公

共課題, 來構想社區環境保護的「再生」遠景.
我們將啟動一系列的社區協作實踐,   以推廣和建立保

護環境的社區習慣，一同收集廚餘以提供資源再生機

會，並將協作成果展現於這個共享的社區藝術空間。

02.北角交響樂

● 聲音裝置、街頭音樂、玩味元素

● 地點︰北角海濱

● 展示時期︰2021年8月30日至9月下旬

藝術家︰凝態建築師事務所

聲音是無界限的。簡單的問候或一段小音樂足以安撫

人心, 而寧靜的自然之聲則可以為繁忙的都市生活帶
來平靜和安寧的感覺。 北角之聲是一種兼具聲音交
流裝置的社區休憩空間, 通過人、地方和自然之聲鼓
勵北角居民的交流, 從而打破北角社區年齡、性別和
種族的溝通隔膜。

03.北角 · 小「嶼」

● 微型沙灘、城市綠洲

● 地點︰北角碼頭

● 展示時期︰2021年8月30日至9月下旬

藝術家︰AaaM Architects

北角·小「嶼」是一個在北角公衆碼頭上的微型沙灘,沙
灘上有綠植、座椅,儼然一個城市綠洲。這裡是繁忙和
人煙稠密的北角中讓人喘息的空間,而且近在咫尺。
我們希望在碼頭置入臨時的微型沙灘創意裝置:北角·
小「嶼」,能將海邊空間的氛圍與能量搬進社區。以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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灘、小型綠化、戶外家具及沿海小屋作爲催化劑,藉著
吸引日常大衆的使用及舉辦社區參與的活動,建立地
方感情與社群結連。本設計建議聯絡地區商戶或群
體,採購和收集綠化與沙灘上的佈置,最終希望與社區
人們共同構建這個小「嶼」

04.小街坊

● 升級再造、北角回憶、舊櫈回收

● 地點︰北角公眾碼頭

● 展示時期︰2021年8月30日至9月下旬

藝術家︰O&O Studio x REhyphenation

我們向北角居⺠募捐⼆⼿椅⼦，升級再造後稱之為

「小街坊」。每張「小街坊」都來自不同家庭，承載著獨

特的回憶和生活史。這些舊椅經重新設計和重新安置

後，將化身為每個北角人的家庭成員，繼續為所有當

區居⺠創造集體回憶。 升級再造後的傢俱將屬於所
有當區居⺠，並由他們共同管理。此項目有助於加強

人與人，新與舊之間的聯繫，並打造出適合開展各種

活動的場地。此項目最重要的目標是將人們引領到這

個被忽略的公共空間， 並將它打造成具特色的北角
沿海聚腳點。

05. Sugar Factory

● 街頭健身、健康生活、玩味元素

● 地點︰電照街

● 展示時期︰2021年8月30日至9月下旬

藝術家︰李樂生

Sugar factory 的靈感來自於糖水道的名字，糖水道
原本決定建設製糖工廠，但最後放棄計劃，為此紀念

而改名為糖水道。而糖是一種吸引人的食材，肌肉就

像糖一樣，十分吸引。由此啟發設計一個街頭健身的

裝置設計，並命名為 Sugar factory，製造誘人肌肉的
地方。

06. #築角

● 塑膠升級再造、塑膠頂蓬、可持續發展

● 地點︰北角公眾碼頭

● 展示時期︰2021年8月30日至9月下旬

藝術家︰#築隊

北角本土文化是由一些務實﹑功能主導並且簡單的日

常物品構成。位於北角兩個截然不同區域的邊緣，《#
築角》是一個過渡空間。它特顯北角社區的特性，並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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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市民於社區的互動。《#築角》靈感來自社區。居民
可利用不同的附件配置於基礎結構上，靈活創造出不

同的用途，例如市集﹑室外放映空間或工作坊等等。由

街坊回收合力組織而成的透明頂蓬在炎夏中為海邊

的途人遮陽﹐並配有一系列街道家具配件供街坊坐下

休息﹐聚首一堂。展品配件也遠景於展期完結後能歸於

社區﹐展現「生於斯、長於斯、死於斯」的概念。

第二類︰ 海上公共藝術裝置

簡介︰回想北角填海前的海岸線，緬懷社區過去的光景，同時希望引起大家關注水質及可持續發展等環保議

題。

藝術裝置 作品資料

07. 「蠔」想

● 生蠔養殖裝置、生物多樣性、水質議題

● 地點︰北角公眾碼頭對開海面

● 展示時期︰2021年8月30日至11月下旬

* (圖片只供參考)

藝術家︰原田 実 @ Scoutbots

北角曾經在海邊設置不少泳棚和棚屋讓市民在清澈

潔淨的海水中暢泳，是上世紀的熱門游泳勝地。「蠔

想」是蠔殼形狀的海上浮動裝置，藉此探索藝術、科學

和海洋環境互相的關係。裝置的概念是由蠔田組成的

天然過濾系統，從而改善水質，同時豐富北角海岸的

生物多樣性。這項試驗希望帶動大眾反思人類和自然

生態的關係，學習如何與不同的生物和諧共處，成為

日後可持續發展的生活模式。

08.再想像．北⾓泳棚

● 泳棚裝置、北角歷史、集體回憶

● 地點︰北角公眾碼頭對開海面

● 展示時期︰2021年8月30日至11月下旬

藝術家︰yucolab

一百多年前北角海岸的「北角七姊妹泳棚」紅極一時，

為大眾提供運動和休憩的空間。但隨著時代變遷，城

市化令北角只剩下現代化的面貌，面向大眾的一面買

少見少。透過重塑昔日的泳棚，希望帶大家緬懷北角

過去的熱鬧，更希望反思城市與公眾的關係。泳棚亦

反映了過往的水質之高可以安心暢泳，現在重塑的泳

棚卻因水質的改變只剩下其形式和構想，望借此引起

觀眾對海岸水質變化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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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只供參考)

第三類︰ 社區美化藝術裝置

簡介︰透過一連串的社區工作坊﹐凝聚社區參加人士的共同合作成果﹐培養區內「文化公民」意識。

09.自然的序列

● 社區園圃、植物領養、green-hacking
● 地點︰北角東渡輪碼頭（洋紫荊維港遊）

● 展示時期︰2021年8月30日至另行通知

(圖片只供參考)

藝術家︰高浚明@Dilemma Studio, 鄺家樂

城市空間的發展失衡讓人與生活需求隔絕，設計師與

「岸邊小苗隊」從經營社區花園的雛型，至籌備多變的

模組化裝置，聯手修補人類與自然的連繫，為植物與

人尋覓宜居的「家」。

10A-10E.角落的海岸

● 北角聲音藝遊、聲音藝術

● 地點︰七姊妹道至炮台山道五處指定地點

● 展示時期︰2021年8月30日至另行通知

藝術家︰何子洋

設計路線沿途安放聲⾳裝置，以居⺠聲⾳與環境聲效

勾起社區的歷史，呈現昔⽇與現實間的意境交錯。裝

置融入北⾓街道的角落，播放片段式聲景，讓公眾以

感官建立他們的海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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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只供參考)

11.隨區覓跡：今昔物語

● 壁畫

● 地點︰HF61行人天橋北側（渣華道及糖水道交

界）

● 展示時期︰2021年8月30日至另行通知

* (圖片只供參考)

藝術家︰Art Napping （劉婉婷、陳暖娟、陳茜珩、

奕熙）及社區參與者

藝術家透過在社區工作坊和居民口中收集到的大小

城事，以超現實和融入的手法繪製行人天橋的壁畫，

並用小動物與地道物品將不同時代的生活面貌串連，

呈現跨越時空的北角。

12.光映海濱

● 玻璃畫、北角海濱回憶

● 地點︰HF61行人天橋南側（渣華道及糖水道交

界）

● 展示時期︰2021年8月30日至另行通知

* (圖片只供參考)

藝術家︰陳閃 x 蕭國健 及社區參與者

神讓世界充滿光明，令生活多姿多彩。自然光穿過彩

繪玻璃，象徵光走入生活之中。玻璃繪畫上描繪北角

的種種生活點滴，透過公眾的創作造就了這藝術裝置

，透出生活的流光溢彩。

13.海平線下 藝術家︰Onion Pet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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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角海岸線、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議題

● 地點︰HF84行人天橋升降機外牆（英皇道及北景

街交界）

● 展示時期︰2021年8月30日至另行通知

作品以趣味筆觸描繪海洋生物和樹木共存的水底世

界﹐透過超現實的想像緬懷北角昔日的海岸線﹐同時亦

希望能提醒都市人關注氣候變化而令海平線上升的

環保議題。

14.渡步北角

● 數碼拼貼

● 北角風景

● 地點︰北角西渡輪碼頭

● 展示時期︰2021年8月30日至另行通知

(圖片只供參考)

藝術家︰林建才

作品啟發自北角新舊交融的社區，藝術家在碼頭的柱

子上描繪了社區獨特的風景，以柱子劃分為五個主題

，反映社區不同面向。由渡輪碼頭入口處開始，是北

角家家戶戶的風景，再到街道、店舖、然後是海旁空
間、已清拆的露天巴士站，最後回到碼頭上船，看著

維港景色。這系列作品有兩個觀看方式，公眾可從碼

頭入口開始走到入閘口，欣賞一趟以北角為家出發到

碼頭的旅程，反之則是帶領下船的訪客發現北角的面

貌和好去處。

15.就在這碼頭

● 水彩紙本

● 碼頭魚檔招牌

● 地點︰北角西渡輪碼頭

● 展示時期︰2021年8月30日至另行通知

藝術家︰郝立仁

這個碼頭是一個集海鮮市場、交通和公共空間於一體

的獨特綜合體。探訪過後，才發現這個碼頭市場的每

個漁檔都有自己的賣點、特色商品和最愛的海鮮。有

了這些資訊和靈感，我將自己定位為一個傾聽者、觀

察者和藝術家，用我的水彩畫來傳達每個攤位的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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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只供參考)

性和熱情。有了設計標牌，我希望我的作品可以成為

每個漁檔的禮物。

16.北角一隅

● 數碼繪畫

● 北角鳥類、鳥類鑑賞、生物多樣性

● 地點︰北角西渡輪碼頭

● 展示時期︰2021年8月30日至另行通知

(圖片只供參考)

藝術家︰柯嘉敏

城市中有各種生物與我們共同分享社區，鳥類是其中

一種可見亦可聞的鄰居。我的作品在於展示北角不同

鳥類，並以牠們各自的自然形態為材，同時用電子繪

圖展現傳統水墨，形式有如新舊交融的北角。

第四類︰ 「路過社區空間大改造」裝置

老店大翻新　藝術家落區免費設計及製作店內家具改善空間運用
北角區內多間老店貨架陳設老化，藝術家落區探訪了這些香料雜貨店﹑書店﹑報紙檔及小學，透過駐留、觀察、

訪問去了解使用者的生活習慣，並免費設計及製作出一系列家具去改善空間環境，在保留店舖原有個性特色

的同時，以藝術手法回饋社區。

17.天然椰子號

● 馬寶道 34 號

藝術家︰吳鋌灝

「路過北角」以創意和專業技能改善社區小店的空間

利用，由駐留藝術家製作切合店家需要的傢俱。藝術

家為天然椰子號製作一系列傢俱整理貨物，用盡各處

空間又保留老店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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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飛達報紙檔

● 堡壘街22號B4號鋪

藝術家︰草途木研社、黃耀霖

二十多年來，吳小姐的報紙檔每天都為街坊送上報刊
，連繫了各路街坊。草途木研社、室内設計師Dio與熱
心街坊合作設計了可移動又可收納的展示櫃，以新的

動線方便購物，推動報紙檔的轉型。

19.森記書局

● 英皇道193號英皇中心地庫19號店

藝術家︰自在貓 、陳智聰

年月流逝使木書架不堪重負，卻沖不淡森記書局這道

亮麗的人文風景。本地木工自在貓和陳智聰以實用為

主，設計耐用的展示櫃擺放老闆的收藏，更希望它們

能陪伴書店度過更長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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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啟基學校（港島）

● 馬寶道 82 號

藝術家︰郭達麟

位於北角的啟基學校是孩子們學習、玩耍和成長的樂

園，路過北角邀請建築師走進小學，設計富有趣味性

的互動家具，希望能讓孩子們的學校生活更加豐富多

彩。

此項目製作進行中，預計9月2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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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過北角」計劃願景︰締造北角十五分鐘藝術圈

「路過北角」計劃起步兩年，有賴社會各界有心人支持，集城市規劃專家﹑社區持分者、北角居民以及一眾

熱心參與者的努力﹐利用藝術來凝聚北角這個老區的歸屬感。隨着20份創意社區公共藝術裝置於9月開幕

「路過北角」冀望能為區內打造15分步程以內的藝術生活圈，打破「藝術」看似高不可攀的印象，鼓勵大家
發掘生活的藝術，感受社區的獨特氛圍。

路過北角公共藝術裝置分佈圖



13/18

（三）「路過生活節」節目一覽 *節目安排有可能隨時更改。

「路過生活節」開幕論壇 | 2021年8月30日 | 下午2至5時正 | 英皇道 728號 K11 Atelier
「路過生活節」開幕禮 |  2021年8月30日 | 下午6至7時正 | 北角東渡輪碼頭（洋紫荊碼頭）

「城市『匠』師：共構共同生活」

第一節對話: 「城市・城中村」
第二節對話: 「藝術・公共物品」
主題演講: 「為優質生活設計公共空間」

藝術、設計、建築如何融入社區？政府、非政府組織與商界的建築專家開論壇齊探討

論壇邀請來自政府、非政府組織及商界的講者，以不同切入點來探討藝術、設計和建築於公共空間中的可能

性，同時以香港首套社會房屋「光屋」為引子，探索本港共居文化。

論壇嘉賓 (依發言次序):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發展局局長黃偉綸太平紳士

香港藝術中心監督團成員及建築物委員會主席袁家達先生，MH
香港藝術中心節目經理梁偉然先生

｢要有光｣創辦人及行政總裁余偉業先生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建築署署長何永賢太平紳士

蘇杭街一號合夥人暨創辦人羅永聰先生

海濱事務委員會主席吳永順太平紳士
香港藝術中心總幹事林淑儀女士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建築主管 Andrew Mead 先生
BIG - Bjarke Ingels Group 建築師事務所亞洲區總監李文棟先生
市區更新基金董事會主席倪錫欽教授

《北事味兒》回憶角落

日期︰2021年6月下旬至8月中旬

地點︰北角東渡輪碼頭入口

藝術家︰樂在製造 Making On Loft

北角洋紫荊碼頭化身回憶角　分享街坊口述歷史與舊物

活動誠邀一班香港藝術家帶領北角街坊進行陶器、手工香、絲網印刷、食譜設計工作坊，藝術家同時收集了街

坊們無私貢獻的舊物和口述歷史，透過藝術創作來將洋紫荊碼頭化成回憶集中地，向公眾分享北角的人與

情。

工作坊一︰《北事味兒》—手工製香工作坊 | 導師︰Okapi Studio
路邊傳來一陣熟悉的香氣......每個地方都有屬於自己的獨特氣味，你腦海中的北角是早上麵包店新鮮出爐的
香氣？還是碼頭潮濕且稍鹹味的海水味？

手工香不但安全天然，且實用美觀，燃點後的香灰燼還可用作家居植物的環保肥料。把材料打磨成粉，搭配後

混入水搓成香泥，再用模壓成各種百變的造型，便成為專屬的手工香。

《北事味兒》回憶角落邀請Okapi Studio舉辦製香工作坊，帶領一班街坊體驗手工香工藝，以印香呈現印象中
北角的回憶味道。無論是街頭小巷熟悉的氣味，還是童年印象深刻的食物味道，透過共同設計及配搭香味，參

加者可以體驗以製香工藝創作各種形狀，香味及功效的印香。以香氣連繫社區，紀錄本土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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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二︰《北事味兒》—手繪陶泥工作坊  |  導師︰劉智聰 @「舊課本」

《北事味兒》回憶角落特意邀請「舊課本」插畫家劉智聰為北角設計了一系列具文化特色的字帖插圖。駐場藝術

家將帶領參加者透過手捏方式及利用工具，製作陶泥碟子，素燒後再配合特色字帖插圖加以上釉，共同創作

滿載北角元素的社區陶瓷碟，燒製完成的瓷器作品將會在回憶角落中展覽，供北角街坊觀賞。

活動亦鼓勵街坊帶上家中具回憶價值的餐桌用品，如湯碗，醬油碟及飯勺等，交由社區藝術大使們安放在角

落中展示，與大眾分享在北角日常生活中的餐桌故事。

工作坊三︰《北事味兒》—絲印布藝工作坊  |  導師︰劉智聰 @「舊課本」

回憶角落內將設置絲網印刷裝置，藝術家會帶領參加者體驗絲印布藝，共同製作印花餐墊布及便當手絹。《北
事味兒》亦邀請了「舊課本」插畫家劉智聰為北角設計了一系列本土插畫，作為絲網印刷模板及靈感，讓參加者

發揮創意搭配出訴說北角故事的布手絹。工作坊也會提供各種布藝材料及手繪顏料，讓參加者自由發揮，在
布上記錄下各自在社區生活的北角印象。

活動同時歡迎街坊帶上家中的舊布袋，餐枱布或舊T-shirt等布藝品，前來回憶角落透過絲印及布繪加以改造，
為家中的舊布製品添上個性化的北角風。

工作坊四︰ 《北事味兒》—食譜設計工作坊  |  導師︰蔡鈺娟

藝術家蔡鈺娟將會在《北事味兒》回憶角落駐場，透過食譜設計工作坊，與參加者一起探索北角當區小吃店，

特色餐廳及家庭飯桌等本土飲食文化，並共同研發創作以地區特色為主題的一系列菜式及餐單。

藉著各種以「食」為主題的體驗，藝術家會引領街坊尋找成長記憶中的北角味道，通過交流和分享，共同重現

回憶裡中專屬於北角人的餐桌滋味。

《北事味兒》回憶角落裝置由樂在製造製作。 (圖片只供參考)

「#非關舞蹈」公眾參與計劃：身體年輪 —《歲月絮隅》

日期︰2021年9月4及11日 下午2時

地點︰啟基學校（香港島）

藝術家︰不加鎖舞踊館 Unlock Dancing Plaza

88歲也可以跳舞！齊來欣賞由19位長者一起演出的舞蹈劇場！

長者也可以跳舞！19多位年齡由64至88歲的長者，在舞蹈藝術家帶領下，參與為期9個月的「身體年輪」工作
坊，學習探索感官，以身體說故事。是次演出將會是長者們共同努力的成果！

互動劇場：《變變變新大陸》



15/18

日期︰2021年9月12及19日 下午12時至1時30分及下午4時至5時30分

地點︰北角東渡輪碼頭（洋紫荊維港遊）

藝術家︰一條褲製作 One Pant Theatre Production

互動劇場歡迎公眾一起參與演出！藝術表演探討社區公共空間可能性

一群動物發現了新大陸，經歷種種困難與掙扎後，終於打開公民想像，一起創建公共空間。由「一條褲製作」創

作的互動劇場，探討北角公共空間的可能性。歡迎你參與其中，成為演出的一部份。

「#非關舞蹈」公眾參與計劃︰ DADADADA.DA 工作坊及放影會

日期︰2021年9月25日下午3時30分（工作坊）及下午5時30分（放影會）

地點︰啟基學校（香港島）

藝術家︰不加鎖舞踊館 Unlock Dancing Plaza

遊戲結合舞蹈！藝術家帶你落區表演「快閃舞蹈」

跳舞最緊要好玩！參考日本舞蹈教學法，工作坊以遊戲來激發參加者的身體本能，你將會在工作坊上大玩特

玩，盡情揮灑汗水。參加者將由藝術家帶領，前往社區中進行快閃舞蹈表演之餘，亦會合力編排舞蹈錄像作品

，成果將在「路過北角藝術節」放映。

自由表演舞台︰路過露兩手

日期︰2021年9月9, 12, 18 及 19日下午12時至6時

地點︰北角海濱

藝術家︰PUTYOURSELF.in 及 KaCaMa Design Lab

民間舞台歡迎公眾即興表演　唱校歌、背電影對白都得！

任何地方都可以是舞台！你可能懂得玩音樂、朗誦、背電影對白或清唱校歌⋯⋯無論你是高手或新手，只要雅

興大發，都歡迎你來一場即興表演「露返兩手」，一起在公共空間創造更多可能吧！

路過市集

日期︰2021年9月9, 12, 18及19日 下午12時至6時

地點︰北角東渡輪碼頭（洋紫荊維港遊）

藝術家︰滾動的書、海鷗隊、余在思及更多

一個屬於北角的本地手作市集　一家大細齊齊玩遊戲、睇繪本認識北角

海邊市集嚴選了15個手作攤檔，將東渡輪碼頭將化身藝術市集﹐一起探討環保及城市共居。同場還有透過閱

讀來了解北角社區的「繪話北角」繪本讀書會；跟文字師書寫取材自北角街頭的字帖；參加根據北角人職業而

設計的「北角海鷗王」卡牌游戲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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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一︰ 「繪話北角」讀書會  |  導師︰滾動的書

從北角出發閲讀本地作家繪本　親子讀書會望孩子關心社區

讀書會精心挑選了六本關注不同北角社區議題的繪本與大家分享。讀書會將分為兩個組別：第一組由Rolling
Books創辦人James帶領大家漫步北角社區，品嘗本地小食；第二組由故事姐姐向大人與小朋友分享指定繪
本，由圖畫開始慢慢了解社區。

---
工作坊二︰「北角海鷗王」社區與工作調查計劃  |  導師︰海鷗隊

藝術家以北角人職業設計卡牌遊戲　於北角東渡輪碼頭展開擂臺對決

有些職業鮮為人知，卻在社區中擔當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北角海鷗王」計劃透過搜集和調查，將北角社區中

的職業製作成一系列卡牌，記錄了各種工作和技能，再將其轉化為遊戲，準備在路過市集上開設擂臺，邀請

大家來一場對決！

---
工作坊三︰路邊字帖研習室 |  導師︰余在思 Jonathan Yu

文字師記錄北角街頭字體　陪你邊寫邊認識北角

平時匆匆行走於北角的你，有否留意過出現在我們身邊的街牌與商鋪招牌呢？文字師 Jonathan 觀察北角
街頭不同的文字，設計了一本屬於北角的字帖。工作坊備有字帖和筆墨，誠邀你來一起臨摹書法，用筆尖漫

遊北角。

社區大步走社區導賞團

日期︰2021年9月11及25日上午10至12時及下午2至4時

地點︰北角（詳細路線請參閱網上資料）

藝術家︰街坊帶路 Kai Fong Tour

街坊帶你探索北角　尋找只有北角人知道的隱世故事與人文地標

「街坊帶路」夥拍一班北角街坊，一起精心打造了八條別開生面的社區漫遊路線。有別於一般導賞團，街坊導

賞員將帶領參加者以互動體驗形式，邊走邊認識北角人的故事與人文地

音樂巡遊︰撃遊Gig

日期︰2021年9月12及19日下午2至3時30分及下午6至7時30分

地點︰北角東渡輪碼頭（洋紫荊維港遊）及附近

藝術家︰樊麗華@滴音樂 Anna Fan @ DripMusic

北角碼頭上的㪣撃樂遊行　歡迎觀眾隨時加入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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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擊樂手樊麗華將帶領一班音樂人邊行邊演奏，為北角碼頭帶來融合爵士樂和世界音樂的㪣撃樂遊行。聽

音樂無須坐定定，歡迎大家加入，一起來場即興演奏，親身體驗充滿色彩與活力的節拍。

聲音藝遊︰《角落的海岸》聲音藝術裝置導賞團

日期︰2021年9月12及19日下午2至3時30分及下午6至7時30分

地點︰北角七姊妹道至炮台山道一帶

藝術家︰何子洋

聲景裝置記錄街坊口述回憶　聲音導航遊歷變遷中的社區

一系列聲景裝置散落於北角不同位置，作品播放逾40位北角老街坊的口述回憶及環境聲音，透過聲音導航，
帶你漫遊北角多個角落，聆聽社區今昔故事。

「岸邊小苗隊」社區苗圃

日期︰2021年9月

地點︰北角東渡輪碼頭（洋紫荊維港遊）

藝術家︰Growsomething 及繪本雞

街坊由零開始　攜手照顧北角碼頭花圃　實驗都市種植

由園藝專家、社區設計師及建築師聯手舉辦一系列有關種植的社區藝術工作坊，召喚一班熱愛社區與綠色

生活的街坊組成了「岸邊小苗隊」，以近一年時間在公共空間經營鄰里共享的小花圃以及體驗都市種植。

春秧食誌工作坊

日期︰2021年9月18及25日下午1至6時30分

地點︰Meeting@Causeway Bay （銅鑼灣駱克道462-468號鑽石大廈1樓）

藝術家︰鄧子怡@左字廚房 George @ La Maison de George

與私房菜廚師一同炮製屬於北角味道的 Fusion菜

飲食世家出身的「左字廚房」創辦人George兩年來走訪了區內12間傳統老店及新式小店，與一眾廚藝達人
交流食材運用與守業之道，再以地道食材與街坊故事，設計出充滿北角特色的Fusion菜。現誠邀大家一起
動手烹煮，與George一起炮製屬於北角的味道！

參與藝術家同期活動

03. 北角．小「嶼」– 社區活動

日期︰2021年9月11、17 及24日

地點︰北角糖水道公眾碼頭

藝術家︰AaaM Architects

「路過啡啡」 2021年9月11日             11: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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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過啤啤」 2021年9月17及24日     17:00-19:00
「攝影小嶼」 2021年9月17日             16:00-18:30
「音樂小嶼」 2021年9月24日             18:00-19:00

04. Sugar Factory – 社區活動

日期︰2021年9月5、6、12、13、19、20、26、27日

地點︰電照街（海傍位置）

藝術家︰李樂生

零底子街頭健身         2021年9月6、13、20、27日            20:00-21:30
街頭健身（進階組）  2021年9月5、12、19、26日            15:00-16:30

07. 「蠔」想 – 社區活動

日期︰2021年9月11、25日及10月9日

地點︰北角（東）渡輪碼頭

藝術家︰原田 実@Scoutbots

「蠔」想生態小教室         2021年9月11、25日及10月9日            14:00-15:30
「蠔」想創客工作室         2021年9月11、25日及10月9日            16:00-17:30

有關「路過生活節」之更多節目詳情，請聯絡洪飛鳴小姐 (fhung@hkac.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