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室內的表演藝術場地，於有多達
除了室內的表演藝術場地，於有多達 23 公頃的公共戶外休憩空間，西九應
公頃的公共戶外休憩空間，西九應

設置多個
設置多個街頭表演
多個街頭表演區，
街頭表演區，讓遊人不須進入場館即可欣賞文娛藝術表演。
區，讓遊人不須進入場館即可欣賞文娛藝術表演。旺角
讓遊人不須進入場館即可欣賞文娛藝術表演。旺角
行人專用區及
行人專用區及 尖沙咀海濱長廊，經常有人做街頭表演，現時大
尖沙咀海濱長廊，經常有人做街頭表演，現時大部份
，現時大部份街頭
部份街頭
表演者，並無向政府部門
表演者，並無向政府部門申請
向政府部門申請批准。去年，
申請批准。去年，一名被控阻街的本地街頭「噴
批准。去年，一名被控阻街的本地街頭「噴
火」藝人，獲撤銷起訴，該案引起關注街頭藝人的社會功能，文化藝術是
否應局限在一座座美輪美奐的表演場地內？紐約、巴黎、倫敦是國際公認
的文化都會，都容許街頭藝人遍佈城市不同角落的。歐美國家普遍接納街
頭藝人在公共空間表演，應同樣受到言論自由保障。香港路窄人多，有些
頭藝人在公共空間表演，應同樣受到言論自由保障。香港路窄人多，有些
表演團體佔用路面過多，吸引太多人
表演團體佔用路面過多，吸引太多人駐足圍觀
吸引太多人駐足圍觀，對公眾可能構成的滋擾，
駐足圍觀，對公眾可能構成的滋擾，
為了平衡表演者的權利，政府可以仿效其他大城市設立牌照制度，劃定街
頭表演區，又可協調表演者佔用的時間及空間。
頭表演區，又可協調表演者佔用的時間及空間。
3. 籌辦西九「街頭表演節」

新加坡的「街頭表演節」也越辦越大，規模僅次於日本。在中國內
地，街頭表演也正在掀起熱潮，首都北京近幾年都在春節期間舉辦「國際
風情節」，在美國，街頭表演者須領取牌照，
風情節」，在美國，街頭表演者須領取牌照，政府可以基於「時間、地點
在美國，街頭表演者須領取牌照，政府可以基於「時間、地點
及形式」因素，限制民間藝人在街頭、廣場「傳統公共空間」表演，但政
府不能因為表演內容而阻撓。上海正在改造黃浦區南京路，要建成上海國
府不能因為表演內容而阻撓。上海正在改造黃浦區南京路，要建成上海國
際大都市的重要地標，其中一個亮點就是 「街頭文化」。內地還有一些
大城市在商業推廣活動中，把街頭表演作為活動內容之一。惟獨香港，身
大城市在商業推廣活動中，把街頭表演作為活動內容之一。惟獨香港，身
為中西文化交匯之地，卻沒有推廣街頭表演的計劃，不能不說 是一種遺
憾。 在台北市，有好幾百個地點可以讓街頭藝人申請，不只是表演，可
在街上吟詩，開畫展或文化創意的活動。
4. 西九發展
西九發展與香港文化政策
發展與香港文化政策
綜觀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核心文化藝術設施諮詢委員會
綜觀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核心文化藝術設施諮詢委員會建議報告書內的建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核心文化藝術設施諮詢委員會 建議報告書內的建
議，雖可見政府發展
議，雖可見政府發展文化
政府發展文化硬件的
文化硬件的企圖心，但欠缺文化視野
硬件的企圖心，但欠缺文化視野，
企圖心，但欠缺文化視野，亦沒有文化政策配
合。
香港文化委員會於 2003 年 3 月提出《
月提出《政策建議報告書》
政策建議報告書》，建議摘要最後兩
點是邁向國際文化大都會，一是發揮香港在中外文化交流與融合中的有利條
件，以及香港背靠內地的優勢，推動全方位的文化
件，以及香港背靠內地的優勢，推動全方位的文化(包括文化產業
勢，推動全方位的文化 包括文化產業)發展；一是
包括文化產業 發展；一是
政府部門應有推動文化發展的意識，加強彼此之間的協調，引動和結合民間力
量，創造一個可以讓文化藝術蓬勃發展
量，創造一個可以讓文化藝術蓬勃發展的環境。
發展的環境。從西九
的環境。從西九規劃中，應從上述文化
從西九規劃中，應從上述文化
委員會建議出發。
5. 西九興建表演場館與博物館工程期間應縮短為
西九興建表演場館與博物館工程期間應縮短為 3 至 5 年
據建議報告書所述，未來西九龍文娛術區的發展
據建議報告書所述，未來西九龍文娛術區的發展第一期要到
西九龍文娛術區的發展第一期要到 20142014-2015 年
落成，第二期要 2016 年，全期到 2031 年才完成所有設施，連同在
年才完成所有設施，連同在 1998 年由
行政長官宣佈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至今討論已近 10 年，興建需時 24 年的時間
太過漫長，即共需逾
太過漫長，即共需逾 34 年時間，比起澳門的文娛康樂設施如威尼斯人，由規劃
年時間，比起澳門的文娛康樂設施如威尼斯人，由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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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完工啟用僅需 3 年時間。西九的建築期應加快，在
年時間。西九的建築期應加快，在 3 至 5 年把全部表演場館
及博物館完成。至於建議書中有
及博物館完成。至於建議書中有 1400 個座位的表演場地戲曲中心，最快會於
20142014-2016 年建成，現時新光戲院主要由粵劇界租用，但租用期至 2009 年屆
滿，屆時粵劇界缺乏表演場地。政府若重視
，屆時粵劇界缺乏表演場地。政府若重視粵曲發展，應儘快在西九撥出部份
粵曲發展，應儘快在西九撥出部份
地方，城在露天場地，興建一些臨時戲棚，解決粵劇
地方，城在露天場地，興建一些臨時戲棚，解決粵劇表演場地不足的問題。
粵劇表演場地不足的問題。
6. 可縮減博物館規模
可縮減博物館規模及編列預算採購收藏品
博物館規模及編列預算採購收藏品
昔日建議
昔日建議書中
建議書中 94,
94,187 平方米的博物館群，現時以一個酉
平方米的博物館群，現時以一個酉—面積 61,950 平
方米的文化機構 M+形式建造，並於內部分開四個組別。雖然興建博物館可提高
M+形式建造，並於內部分開四個組別。雖然興建博物館可提高
市民的優質生活，改善市民的文化氣息，但香港所有博物館均出現虧蝕，而博
物館集中是否有地理優勢？縱使完成建造博物館的外觀後，如何搜集藝術品？
要知道搜集有價值的藝術品開支龐大，而且聘用鑑證藝術品人才十分困難，昔
日曾有收藏家將香港文物捐贈予香港的博物館，但當時掌管文化藝術的官員拒
收，而且古董文物更要同時提供鑑定證明，令捐贈的收藏家們意興闌珊。有很
多部分的藝術品及文物亦因此被送到香港的圖書館及大學裡，有的甚至被送到
海外去。現時香港的博物館入場人次
海外去。現時香港的博物館入場人次不高，多個現有博物館出現虧蝕的情況。
現時香港的博物館入場人次不高，多個現有博物館出現虧蝕的情況。
因此，建議西九應量力而為，不應
因此，建議西九應量力而為，不應為了興建宏偉的建
不應為了興建宏偉的建築物而去收藏價值不高的
為了興建宏偉的建築物而去收藏價值不高的
展品，我建議內的博物館面積還可削減。
展品，我建議內的博物館面積還可削減。
M+內的流行文化、活動影像、設計及視覺藝術（包括水墨藝術）於香港現
內的流行文化、活動影像、設計及視覺藝術（包括水墨藝術）於香港現
有的博物館已有提供，應考慮和現有香港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屬下的博物館
合作，設置分館於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內，並不需以面積龐大規模的 M+，來儲存
M+，來儲存
少量收藏品。
7. 西九賣地的收益全數用來支持文娛藝術設施的硬件及軟件發展
有關文娛藝術區內的土地
有關文娛藝術區內的土地發展，政府可以將藝術區土地拆細招標出售，
內的土地發展，政府可以將藝術區土地拆細招標出售，把
發展，政府可以將藝術區土地拆細招標出售，把
賣地的收益
賣地的收益全數用
收益全數用來支持文娛藝術設施的硬件發展。
全數用來支持文娛藝術設施的硬件發展。有多名測量師已預測土地
來支持文娛藝術設施的硬件發展。有多名測量師已預測土地
收入足夠供區內文娛藝術設施的硬件發展，並可達至收益平衡，當局不須
收入足夠供區內文娛藝術設施的硬件發展，並可達至收益平衡，當局不須一筆
，當局不須一筆
過撥款 190 億元興建西九文化設施，應把西九用地
億元興建西九文化設施，應把西九用地拍賣，賣地收益供
西九文化設施，應把西九用地拍賣，賣地收益供興建場館
拍賣，賣地收益供興建場館
及軟件。
及軟件。
8, 西九須發展為文娛、藝術、商業
西九須發展為文娛、藝術、商業、
、商業、辦公室、展覽
辦公室、展覽及旅遊區
展覽及旅遊區

西九住宅發展計劃的面積不超過西九的整體總樓面面積的 20%，
20%，是
否要在西九文娛藝術區設置住宅，
否要在西九文娛藝術區設置住宅，從整體西九佈局來看
從整體西九佈局來看，
來看，其實不須在區內
興建住宅，
興建住宅，可考慮把當 20%住宅
20%住宅，
住宅，改為興建酒店、
改為興建酒店、商業單位、
商業單位、辦公室及展
辦公室及展
覽場地，
覽場地，類似現時尖東，
類似現時尖東，是以酒店、
是以酒店、商場及商業單位
商場及商業單位。
單位。
9.西九與舊區的融合
九龍南線九龍西站及廣深港客運專線總站均設在西九龍，雖會帶來珠
江三角洲及本地的人流。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內的交通要有各式各樣的公共
交通工具
交通工具到達，興建碼頭以便有小輪往來
工具到達，興建碼頭以便有小輪往來港島
到達，興建碼頭以便有小輪往來港島。
港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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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理上，
在地理上，西九與現時尖沙咀及佐敦連接，
西九與現時尖沙咀及佐敦連接，最接近的建築物是機鐵九
龍站，
龍站，在西九設計上須顧及在公共交通及在步行上可聯繫尖沙咀及佐敦。
在西九設計上須顧及在公共交通及在步行上可聯繫尖沙咀及佐敦。
10.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項目
項目之管理模式
項目之管理模式
當局有意以
當局有意以成立西九龍文娛藝術管理局的方式進行。
成立西九龍文娛藝術管理局的方式進行。但以管理局形式管理
藝術設施並不是萬靈丹，醫院管理局及機場管理局只管理單一設施，但西九龍
藝術設施並不是萬靈丹，醫院管理局及機場管理局只管理單一設施，但西九龍
文娛藝術區的管理牽涉到土地之運用、
文娛藝術區的管理牽涉到土地之運用、商業和藝術團體之利益。
商業和藝術團體之利益。立法會及政府
須預防西九管理局權力太大，掌管業務範圍太大，我建議要有效管理西九負責
整個西九的大方向，個別場館各自經營
整個西九的大方向，個別場館各自經營。
個別場館各自經營。
為了有效管理，
為了有效管理，各個場館是成本中心，
管理，各個場館是成本中心，由於
各個場館是成本中心，由於預計大部份場館會虧損，要由
由於預計大部份場館會虧損，要由
西九管理局從其他營運收入補貼，政府估計區內租金收入將高達 75 億元，
可以自負盈虧形式。
以自負盈虧形式。香港的專業藝團，除了香港藝術節協會，有民間贊助，其
他團體過份倚靠公帑，西九管理局
他團體過份倚靠公帑，西九管理局祇須在場地提優惠，不須資助個別藝團
過份倚靠公帑，西九管理局祇須在場地提優惠，不須資助個別藝團。
祇須在場地提優惠，不須資助個別藝團。
西九管理局
西九管理局應扮演大業主角色，衹負責出租一些
管理局應扮演大業主角色，衹負責出租一些由政府指定的商業
應扮演大業主角色，衹負責出租一些由政府指定的商業設施
由政府指定的商業設施，
設施，
其他在區內的酒店、商場及商業單位，不須西九管理局介入營運，讓西九內各
其他在區內的酒店、商場及商業單位，不須西九管理局介入營運，讓西九內各
個商業項目，透過公平競爭，發揮市場力量。
個商業項目，透過公平競爭，發揮市場力量。
香港主管文化的官員於政府架構中的層級較低，而且他們對
香港主管文化的官員於政府架構中的層級較低，而且他們對藝術文化的素
養有待提升。
養有待提升。例如海峽兩岸，中國的國務院有部長級人士主管文化政策，而台
灣行政院亦有部長級官員管理的文化建設委員會，即使是地方組織如台北市政
府，設有文化局，以大眾市民的角度來看，兩地的文化管理形式皆於香港之
上。因此，台端身為政務司司長，應設法提升主管香港文化藝術的官員之層
級，與及聘請有關方面之專家任主管文化藝術之官員
級，與及聘請有關方面之專家任主管文化藝術之官員。此外
與及聘請有關方面之專家任主管文化藝術之官員。此外，
。此外，香港港青少年之
文化藝術教育亦要進一步提升，只有硬件之設施而沒有市民欣賞及運用也是徒
然。

陳健成

油尖旺區議員

謹啟

2007
2007 年 10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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