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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啟德郵輪碼頭大樓的園景平台
，以 「山、城、水」為設計概念，由三部分組
成，包括植物花園、主要活動區及觀景平台，
總綠化面積16700平方米，種植多款本土及外
來植物。屆時園景平台整體景觀與維港景色
緊湊融會，為廣大市民提供多功能的休閒場
所。

根據九龍城區議會文件，啟德郵輪碼頭大
樓的園景平台由碼頭大樓的設計及建造承建商
、香港寶嘉建築有限公司設計，確保園景平台
的設計與大樓整體設計配合。平台景觀將與附
近的海濱長廊和跑道公園連成一線。

設計師利用螺旋狀及縱橫交錯的人行通道
，配合活動空間和分區安排，園內提供休憩和
遮蔭功能。平台設計採用 「山、城、水」的設
計概念，由三部分組成，靠觀塘的 「山」是一

個植物花園，內裡的植物按顏色分布，加強季
節性效果；中心部分 「城」為主要活動區，包
括中央草坪、水園、公園廣場、兒童綠洲、嬉
水廣場、相聚廣場、升旗平台等，水園突顯豐
富水生植物，中央草坪則以雕塑感強烈的樹木
點綴和遮蔭，公園廣場用排列整齊的樹木強調
城市及公共空間特色；面向維港一方的 「水」
則是觀景平台，讓遊人飽覽維港景色。

平台將種植13600平方米的灌木和地被植
物，以及3100平方米草坪。植物廣泛採用本土
及外來品種，均具有抗鹽和抗風特性。當局將
邀請公眾人士於明年第三或第四季參與綠化種
植活動。

平台落成後由康文署負責場地管理，建議
命名為 「啟德郵輪碼頭公園」，開放時間定為
上午7時至晚上11時。

本港過去一年雨量較多，消息人士透露，對
郵輪碼頭的工程進展有輕微影響，目前正全力趕
工， 「每日有成千人落場開工」，預料碼頭大樓
及首個郵輪泊位可按原定計劃於明年6月中落成
。根據碼頭營運商WCT的網頁資料顯示，首隻
使用碼頭泊位的將是皇家加勒比國際郵輪的 「海
洋水手號」，該郵輪載客量3807人，6月11日由
新加坡出發，翌日抵港，在港停留一晚後，繼續
前往上海。下一艘停泊啟德的郵輪，將在明年10
月15日抵達。

不會搶海運碼頭生意
消息指，7 至 9 月為本港風季，商戶趕不及

全部開業，碼頭剛開時不會很旺， 「預咗會畀人
話 『拍烏蠅』，發展需時，當初起碼頭，就係為
咗避免大型郵輪來港再泊貨櫃碼頭或停喺海中間
」。消息人士認為，碼頭的定位不是與海運碼頭
搶生意， 「海運有地利優勢，會繼續有郵輪停泊
，依家係做大個餅」。

旅遊業議會主席胡兆英說，郵輪碼頭業務不
同於機場，不會時刻有客上落，也不會每日都有
船， 「全世界都係咁」，加上本港有颱風季節，
每年或有4個月都不會有船來。碼頭應做好必要
配套措施，包括旅遊巴泊位、行李寄存、免稅商
舖等，而啟德郵輪碼頭位於市中心，是
最大優勢。他預計開幕初期，碼頭會有
小型餐廳、便利店等，由於流水客不多
，建議營運商可考慮多元化發展。

胡兆英認為，郵輪碼頭開幕後，將
帶動出入境的郵輪客增加三至四成，但因
基數細，對整體訪港旅客數字影響不大。他
相信不會影響海運碼頭生意，因兩者服務對象不
同，相反會共同推動郵輪旅遊發展。

早前在郵輪碼頭附近設立郵輪中心的 Geo
Traveller，總經理麥秀蘭表示，已有港人購買
「海洋水手號」自由行套餐，在新加坡登船，套

餐價格由 1000 美元（約 7800 港元）起，據知，
郵輪已客滿。她透露，港人近年對郵輪旅遊的興
趣不斷增加，今年參加郵輪旅遊的人次較去年有
近兩成升幅。郵輪碼頭是重要旅遊設施，預料有
更多大型郵輪來港，公司已計劃就此做宣傳推廣
，包括聯絡公司客上郵輪開會兼遊玩、團體旅遊
及郵輪結婚，預計明年郵輪客再有15%增長。若
訪港郵輪客要求，亦會安排本地一日遊。

禤國全：欠母港優勢
東瀛遊執行董事禤國全則表示，暫時未有任

何推廣計劃， 「都未見有船係香港做母港，有碼
頭但無船用來做母港都係無用」。他說，郵輪公
司做短途航線，很少分段售票，若香港是母港，
可吸引遊客由外地提前來港做登船準備，帶動本
港零售餐飲業。他希望政府提供優惠給郵輪公司
，包括補貼泊碼頭費用等，同時要吸收珠三角旅
客來港登船。 「新加坡背靠東南亞，上海、天津
有成個內地市場，香港得700萬人，好少，人哋
做生意都要計數」。

【本報訊】記者曾敏捷報道：港
鐵公司斥資 3.6 億元在 5 個新建的鐵
路項目推動環保設計，興建中的沙中
線、觀塘線延線及南港島線東段部分
走線採用山谷形走線設計，利用動力
學原理減少推動列車所需能量，而乘
客不會感覺像坐過山車，車站設計則
採用高效能照明系統、空調系統及升
降機／扶手電梯再生能源系統。港鐵
公司預計，四項環保設計每年可節省
近2000萬度電，相當於55000個家庭
用戶一個月的用電量。

斥3.6億推環保設計
港鐵公司正進行西港島線、觀塘

線延線、南港島線東段、高鐵香港段
及沙中線的建造工程，有關走線設計
已有定案，為推動節能環保，部分路
段將採用山谷形設計，即兩個車站之
間走線非水平直線，而是呈一 「U」
形坡度。港鐵公司總機電工程師梁志
立解釋指，山谷形設計可令列車出站

時走下坡路，利用下坡的速度減少加
速所需能量，而列車靠站需走上坡路
，上坡的阻力正好幫列車減速靠站，
減少制動所需能量，預計有關設計可
減少推動列車所需的 2%至 3%耗電
量。

梁志立指，山谷形走線設計要視
乎走線的地理位置及地質結構，故並
非所有路段均適用，而興建中的觀塘
線延線、南港島線東段及沙中線部分
路段都有採用，但他強調，所謂的山
谷形走線雖有起落，但坡度不會超過
1度，故乘客無需擔心坐港鐵如坐過
山車，因基本上不會感覺到列車正在
上落坡，事實上，現時觀塘線的九龍
灣至彩虹站就是採用山谷形走線設
計。

新鐵路項目同時會採用高效能的
照明系統、空調系統，預計可以分別
節省30%及20%的耗電量。同時，站
內的升降機及扶手電梯將連接變頻系
統及動力轉化裝置，將升降機及扶手

電梯下降時的能量，轉
化為電力，供照明系統
或月台幕門使用，有關
設計預計將可節省10%
至20%的耗電量。

由於港鐵的票價由
既定的可加可減機制制
定，故有關環保設計的

費用或節能成效不會
影響票價。

【本報訊】啟德郵輪碼頭大
樓目前正進行外牆施工，預計2月
底完成。其後將進行內部裝修，
以及安裝出入境、消防、海關設
備等，5月展開全面演習。大樓將
為消防安全安裝一套獨立的通訊
系統，確保信號清晰。營運商
WCT表示，目前仍與有意租用大
樓舖位的商戶商討，以零售及餐
飲為主，未來將有提供本地遊的
旅行社進駐。另外，碼頭將設停
車位，有綠色小巴接駁臨近港鐵
站，亦有本港渡輪公司表示有興
趣提供往返啟德和港島的渡輪服
務。

消息指，郵輪碼頭大樓外牆
將於2月底完成，三至四月進行內
部裝修，以及安裝出入境、消防
所需的一切設備。5月進行大型演
習，6月初將碼頭交予營運商。出
於安全考慮，大樓將安裝一套獨
立消防通訊系統。消防處發言人
表示，現時消防處使用的數碼無
線電系統的通訊範圍能覆蓋全港
，但鑑於啟德郵輪碼頭的特別用
途及龐大樓面面積，在郵輪碼頭
進行設計時，處方要求在郵輪碼
頭構築物內加強通訊設施，提高
訊號的收發能力，以供消防處人
員在處理緊急事故時，能使用數
碼手提對講機作通訊之用。該通
訊設施只能覆蓋整個郵輪碼頭構

築物。機場客運大樓同樣設有獨立通訊系統。
WCT 大股東環美航務的郵輪業務項目總

監班智榮透露，目前仍與有意租用舖位的商戶
商議，租客以零售、餐飲業為主，同時他們需
要數月時間籌備開舖。大樓內沒有足夠位置設
置百貨公司或特賣場。目前已確定的交通配套
設施，包括一個停車場、一條綠色小巴線連接
臨近港鐵站，的士可自由出入。

至於渡輪服務，班智榮說，已有數個渡輪
營運商表明願意提供服務，包括往來啟德與港
島，及碼頭附近交通服務。但由於碼頭前沿過
高，目前並不適合普通渡輪，希望未來能在啟
德發展區興建一個渡輪碼頭。

另外，兩條通往九龍灣的道路已完成興建
，因第二泊位待 2014 年才落成，道路兩旁將
種植較高身段翠竹和在空地旁加設美化圍板，
為抵港遊客留下美好印象。

啟德郵輪碼頭或冷場開張

【本報訊】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昨日以 「幫助開拓創作場地
」為題，在其網上專欄 「局長隨筆」撰文，談及政府鼓勵工業大廈
業主把大廈改建成適合藝術活動的場地。在政府鼓勵下，一位業主
最近同意在其黃竹坑一座工業大廈，以低於市值的租金租出約一萬
平方呎的空間，並讓香港藝術發展局推行試驗計劃，以優惠租金租
給藝術工作者使用。藝發局正訂定計劃的細節。曾德成的原文如
下：

籌備首個試驗計劃
與本港藝術界人士接觸，最常聽到關於場地方面的申訴。各種

藝術創作都需要一定的場地空間來進行，演藝團體固然需要排練場
地，即使個人的創作，也要一定的空間。在香港這個人口高度密集
、場地租金高昂的地方，要解決這個問題十分不易。

製造業北遷以後，本地的工廠大廈騰出了空間。多方面都在鼓
吹 「活化工廈」，不少廠廈業主因而也充滿憧憬，深信鴻鵠將至，
一心待價而沽。工廈本來是為工業而設計建造，若要改作其他用途
，必須解決種種問題。問題未解決之前就搬入去利用工廈空間的，
包括有不同領域的藝術界人士，他們無可避免地要面對接踵而來的
各種問題。

政府支持本地藝術創意的發展，當然關注藝術界對創作場地的
需求。對於工廈空間的運用，石硤尾的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是一個
例子。這個中心就是由工廠大廈改建而成，以非牟利模式營運，提
供完善的展覽設施和一個黑盒劇場，有百多個不同形式的藝術工作
室，包括繪畫、雕塑、陶藝、玻璃藝術、攝影、動畫及錄像製作等
，可供藝術工作者、藝團租用。政府為中心提供租金資助，讓藝術
工作者能以較便宜的租金獲得場地。這創意藝術中心經營四年，積
累了經驗，獲得了好評。最近包括有來自台灣的藝術界朋友，前往
參觀以後也都向我大加稱讚。

石硤尾的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原來的舊工廈，是由政府單一持
有，所以 「活化」起來相對容易。但這畢竟單一例子，遠不能滿足
本地藝術近年迅速發展的要求，據知目前在輪候租用石硤尾創意藝
術中心的就有逾百單位。香港大量工廈都是由私人擁有，要真正讓
眾多藝術工作者獲得創作空間，必須有民間參與。私人的工廈卻通

常業權分散，增加了改變用途的困難。
最近，我們作了新嘗試，鼓勵工業大廈業主把大廈改建成適合

藝術活動的場地。工業大廈是否適宜改建，要考慮多方面因素，例
如地點是否方便，大廈是否合乎規劃要求，樓層高度、相關收費如
管理費等是否合宜等。

曾經有不只一位業主表示願意支持藝術發展，擬以低於市值的
租金提供工廈單位予藝文界使用，但有關工廈需取得規劃許可，由
工業用途改為康體文娛場所用途，以用作藝術創作室、綵排室等。
然而，由於消防安全等問題，業主未能取得批准改裝部分工廈單位
為非工業用途。另外，一些大廈單位因本身結構及間格的限制，亦
難以改建為藝術空間。

在多個曾獲考慮的地點中，我們找到了一處合適可行的工廈單
位。在政府鼓勵下，一位熱心的業主最近同意在其黃竹坑一座工業
大廈裡，以低於市值的租金租出約一萬平方呎的空間。政府有關部
門已批准將整座大廈改為非工業用途，包括康體文娛場所用途。批
准改變用途以後，還有各種條件必須符合規定，在我們配合之下，
終於都逐一解決。由此，第一個試驗計劃已進入籌備當中。

大廈業主將會進行提升工程，改善部分設施以符合批准的條件
。政府已撥出額外款項，用作把廠房空間改建為藝術空間的費用，
並讓香港藝術發展局推行試驗計劃，以優惠租金租給藝術工作者使
用。藝發局正訂定計劃的細節。

當局提供優惠租金
今後，如有合適的工廈改建藝術空間，藝發局會繼續提出建議

，政府願意承擔相關的改建費用。藝發局將考慮以優惠租金租予本
地藝團和藝術工作者使用，場地可用作辦公室、創作室或排練場等
。

香港的文化藝術蓬勃多姿，文化藝術工作者和藝團各自在不同
領域發光發熱，豐富了香港市民的生活，對藝術空間的需求日增。
由創作工場以至作品展示，由排練以至演出，這些藝術活動對場地
的需求各有不同。我們需要社會各界更大的支持，騰出更多空間，
讓藝術工作者的創意得到發揮，讓文化藝術在社會遍地開花。

希望有更多有心人，為本港的文化藝術，創造空間和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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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德成網誌：倡工廈改藝文場地

啟德郵輪碼頭工程如火如荼，預
料明年6月可如期落成開幕。消息透露
，開幕初期郵輪數量不多，從明年6月
至10月只有2艘郵輪會使用泊位，難
免會被外界質疑碼頭 「拍烏蠅」 。旅
遊業界希望政府推出優惠，吸引郵輪
公司以香港作為母港，否則很難推動
郵輪旅遊。

本報記者 虢 書

營
運
商
擬
設
渡
輪
服
務

設計概念設計概念山、城、水山、城、水
園景平台與維港融會一體園景平台與維港融會一體

◀啟德郵
輪碼頭大
樓園景平
台設計概
念圖

◀梁志立介紹港
鐵 5條新線的四
項環保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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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德郵輪碼頭工程如
火如荼，預料明年6月
可如期落成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旅遊業界希望政府推出優惠，
吸引郵輪公司以香港作為母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