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5 序你所不知的香港建築故事

少年時，筆者夢想成為建築師，幾經迂迴曲折，最終夢想成真。在退休

後，又燃起另一夢想，就是出版一本風格文青的建築讀物。2016 年，筆

者曾出版《誰把爛泥扶上壁》，副題是：「你所不知的香港建築故事」，

如今再度執筆，只因當時意猶未盡…… 

閣下正在閱讀的，是一本闡述本地建築作品的專訪集，名為《你所不知

的香港建築故事》。內容以團隊挑選的建築為經、與設計師感性對談為

緯，分享不為人知的建築故事。為方便讀者按流程閱覽，團隊嘗試把香

港分成七個區域，引領讀者以遍遊形式，共同欣賞諸位建築師在香港打

造的心血結晶。 

本書題旨是「縱非主流，無阻細水長流」。這裏介紹的非主流建築，不

囿於是否最優、最美，更不是香港人所熟悉的地標。考慮的因素，是從

團隊觀點揀選約七十個建築項目，讓對建築有興趣的讀者，漫不經意，

遊走大街小巷。 

如何分區是一大難題：若按港、九、新界分區，作品會嚴重不均；參照

十八區劃分，又過於繁瑣。最後的折衷辦法是以七個地區劃分：港島

北、港島南、九龍東、九龍西、新界東、新界西及離島，每區分別有六

至十個專訪。書中涉獵的建築師、園境師及設計師逾一百位，純粹從設

計方面着眼；若然有部份項目是與不同的工程團隊合作，包括認可人士

（Authorized Person）等，恕本書未能涉獵這方面的內容，甚或有漏網

遺珠，我們期待日後補充，讓更多新一代優美建築得以陸續呈現，以彌

補這書的不足。 

作品的選擇 

平心而論，團隊都是清水混凝土建築的愛好者，這風格在香港已有悠久

歷史。早在 1960 年代，司徒惠建築師負責香港中文大學新校舍的總規

劃時，已為此奠下基礎。香港年輕人喜愛的日本現代建築風格，從丹下

健三的粗獷風格到安藤忠雄的簡約主義，早已活現於香港中文大學校

園，至今一直繁衍，於公共建築，尤其明顯。

團隊的憂慮

在各章節中，我們經常提到對舊區改造的擔憂。儘管有人渴求破舊立

新，惟更多街坊緬懷過去，擔心失去鄰里互助與純樸民風，筆者亦有同

感。新發展所帶來的龐大建築與同質化的商場規模，一下子衝擊城市本

來的肌理與人文氛圍，我們曾否反思「以人為本」的初心？ 

在嚴重缺乏土地的香港，我們是否更需要珍惜每吋空間？香港人為了體

驗外國公共花園的純樸自然，經常出外旅遊。若果本地公園能保留綠悠

悠大片草地，不是更可滿足香港人夢寐以求的無拘無束與視覺享受？建

築學大師路德維希密斯凡德羅（Mies van der Rohe）的金句是「Less 

is More」；筆者倡議「Building Less  for More」。前者講求簡潔，後者

主催克制建築規模，為人們多留一點呼吸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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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建築師或許都有一件起家之作，那件作品在回看之際，未必很完

美，但就有如初戀一樣，是一個特殊的存在。

我們坐在嚴迅奇的辦公室裏，面前是一張又長又寬的辦公桌，一本本建

築書與設計圖以不規則的線條一字排開。他坐在辦公桌的另一面，靠着

窗，身後還有一個櫃子，上面的書就整齊多了。不過，要數步入門口後

最先映入眼簾的，應該是櫃子上那張被放大了的建築手稿圖，圖上繪有

東九龍文化中心的設計，快佔了牆的一半面積。

寥寥幾筆的手稿，往往記錄了當時的靈光一現。喜歡繪畫的嚴迅奇，也

想過做畫家，不過卻因「無法無中生有」而煞停。比起天馬行空的藝術

創作，他更享受觀察周邊事物的寫生過程。如是者，結合現實和視覺的

創作，唯建築較為相近。

1976 年，嚴迅奇畢業於香港大學建築系，隨後進入了馬海建築工程師

事務所，僅僅實習兩年，便決定於 1979 年出來創業，時至今日，已經

四十逾年。

從圖書館到大學、從酒店到寫字樓、從文化中心到博物館，嚴迅奇的

項目不僅愈來愈多，還愈做愈大，「你問我，建築師是否要有自己的風

格，是的，但不是在視覺上。」

地標式建築是一個強烈而刺眼的符號，不管好壞，總能以最快的速度成

為舞會上的焦點，成為人人口中的熱門話題，而安迪 ‧ 沃荷半個世紀

前所說的「十五分鐘成名論」，放到今日可能都嫌多，與此同時，也往

往讓人產生這就是建築價值所在的錯覺。嚴迅奇在建築界打滾了四十餘

年，也留下了不少讓人記下的手筆，不過它們卻沒有張狂而囂張的地標

外衣，而是公道的存在。

如何不以視覺效果作為風格，而又能形成風格？「這就是你對事情的態

度與取捨。」嚴迅奇說話不算快，平和的語調中，透着一絲肯定與自

信，「對所有事有一致的態度與取向，自然就成了一種風格。」

建築的「形」只是形成風格的其中一個元素，而「神生」則能相得益彰。

從他的建築作品集 Presence 一書中可見，「形神兼備」是他對建築的理

解，也是他所相信建築的首要價值。換句話說，若要追求真誠的建築，

其造型必須同時回應內在與外在兩者的訴求。

總之就繼續跳舞
望東灣青年旅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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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嚴迅奇的起家之作—賽馬會望東灣青年旅舍，那未必是他最著

名或最驕傲的作品，卻是他依歸初衷的創作。來到大嶼山的望東灣，一

份靜謐清幽洗去了大都市的煩囂，吹來的微風帶着鹹鹹的味道，被輕拂

的樹葉沙沙作響，夾雜着海浪聲。身在一個如此寧靜優美的大自然環

境，如果要在其間做建築，它們會是一個怎樣的存在？

「記得當時香港電台訪問我，我說了兩句話：我要做到大自然中有建築，

建築中有大自然。」回想起三十多年前的項目，嚴迅奇不緩不急地從口

中彈出了兩句話。

他的靈感來源一如慣常，就像寫生般，細細觀察與感受周邊的環境，依

舊不走天馬行空的路線。「建築不是一個自我中心的個體，如果它是必

然存在的，就要想怎麼與周圍的事物產生一個良好互動的關係。」看着

背靠山，面向海的畫面，賽馬會望東灣青年旅舍就如海岸邊的石頭，靜

靜地散落在這裏，呼應着前面的海；而建築物的質感與紋理就呼應着後

面的山，就像一個對話，以一唱一和的姿態存在着。

如果現在讓你重做，你會怎麼做？「想法沒變。如果可以，我想滲入一

些環保的元素，如太陽能發電、自然通風系統……」其實不管能否重

來，那句「想法沒變」就像一顆定心丸，讓他循着自己的信念一直走到

現在。

不同於藝術家，建築師是被動的，然而嚴迅奇執業多年，依舊熱衷於參

加各種建築比賽，在被動中做主動。談及比賽，溫文爾雅的他，忽覺有

火，「比賽是好事，可以不停地去嘗試與挑戰。」

面對創意的時高時低，嚴迅奇相信，唯有保持一顆好奇心和勇於尋找挑

戰的心，才能不斷的突破自己，就像村上春樹小說《舞．舞．舞》中的

那句，「跳舞啊。只要音樂還響着的時候，總之就繼續跳舞啊。」

1 四座獨立建築呈圍合佈局，中央庭園為旅舍活動中心。

2 從中央庭園上望飯堂建築。

3 宿舍與飯堂以連廊連接，加強中央庭園之圍合感。

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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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概念手稿可見，建築群坐落山腳草坡，輪廓呼應鄰近山石，順勢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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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李亮聰建築師見面之前，已經跑了三場訪問，拖着稍稍疲累的身軀

來到柴灣。穿過卸貨區，走進舊式的工廠大廈電梯，隨着絲絲隆隆聲

響，電梯門緩緩打開。不用左右張望，走廊的盡頭有一面清水混凝土

的灰牆，上面刻着被稱為「功能主義之父的建築師」勒 ‧ 柯比意（Le 

Corbusier）的 Modulor Man。

推門而入，黑膠唱片機中傳來古巴樂隊 Buena Vista Social Club 的

《Chan Chan》，明快奔放的旋律連帶空氣都變得輕鬆。門口旁的桌上

已經擺着紅酒與風乾火腿，溫暖的燈光下散發着紐約東村的文藝氣息，

忽感輕鬆。

那天，李亮聰穿了一件白襯衫，袖子捲到手肘處，及肩的頭髮甚為黝

黑，鬍子從兩鬢留到下巴，說起話來十分直爽，渾身上下散發着瀟灑不

羈的感覺。

李亮聰很小就知道自己喜歡甚麼，讀完中學後便跑到美國唸建築。大學

畢業那年正值 1992 年，他形容當時市道極差，「我拿着簡歷到不同的

建築事務所敲門，都一無所獲。」回憶起將近三十年前的事，李亮聰不

假思索的說，「最後最後，我來到斯蒂文霍爾（Steven Holl）的建築事

務所，這是我最想去的地方。」當時他手執履歷與作品集，在門口徘徊

了好一陣子，「既然都來了，不如試一試。」正當他準備按門鈴之際，

斯蒂文剛好開門，兩人四目交投，「他問我，你來幹嘛？」

李亮聰表明了來意，對方看過作品後，就問了他一句：甚麼時候能上

班。「當時他的團隊只有三人，加上我四個人，那時他剛剛贏了奇亞斯

瑪當代藝術博物館（Kiasma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的比賽。」

剛畢業就接觸大大小小不同類型的項目，於李亮聰而言，不失為一個影

響性訓練與經歷。「Steven 對我的影響不在設計上，更多是一種態度和

他的以身作則，而那種態度和原則直接影響設計與專業。」李亮聰前後

在那待了七年，在年屆三十之際，他決定告別居住了十年的紐約，回到

香港。

在紐約待得好好的，怎麼忽然回來了？難道在紐約住悶了？「I  love 

New York. Even until now, I still love it.」李亮聰不帶任何猶豫，立馬語

氣堅定的回應了問題，隨後他沉靜了片刻，「我始終都是香港人，好像

沒在自己地方做過貢獻，有點若有所失。」說畢，他笑言聽起來好像很

偉大。碰巧，朋友告訴他，香港大學聘請兼職老師，他便抱着一試的心

態遞上申請，「教到今日原來都將近二十年了。」除了教書，他也創辦

升建築有限公司（Index Architecture Ltd.），雙線前進。

回歸的路更長
基督教正生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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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仔細考量樓底高度、陽台深度和窗戶擺位，室內能夠藉着煙囪效應，形成自然的冷卻系

統，增加對流，不使用空調也不會過份炎熱。

與李亮聰聊天，可以感覺到他身上的一種隨性自在，時而還有種船到橋

頭自然直的感覺，但回看他着手的項目—基督教正生書院，儘管有

紅酒相伴，黑膠唱片機中傳來輕鬆明快的音樂，也掩蓋不了當中的辛酸

苦辣。

基督教正生書院坐落於芝麻灣半島的一個山谷上，從中環搭船到長洲

後，還要轉乘船隻，待船靠岸，再走十餘分鐘的山路才叫到達。書院隱

於蔥蔥鬱鬱的山林中，恍如與世隔絕，雖然偏僻卻也清靜。只是對於建

築師而言，在原始環境下完成任務，等於從零開始，時間與金錢也是數

以倍計。

最初，正生書院有意搬入大嶼山梅窩一間空置校舍，怎料招來梅窩居

民的反對。「當大家聽到正生時，就很自然聯想到戒毒；但其實我們不

是做戒毒工作，而是面向各種成癮行為、隱蔽問題，但家長們都不相

信。」李亮聰總是害怕這種先入為主的想法，駕馭了正生書院本身的意

義。然而正生書院跟不同政府部門拉鋸了多久，梅窩的校舍就空置了多

久，李亮聰無奈的搖了搖頭，「那裏的小孩其實很有禮貌，見人一定說

早晨，而且堂堂正正，不會避開你的鏡頭。」

或許正生書院在誕生一刻就注定步履蹣跚，而李亮聰從接手項目的第一

天起，就知道這是一條漫漫長路。從選址到設計，建造到落成，李亮聰

跑過禁毒處、教育局、社會福利署，也與水務署、屋宇署、建築署、規

劃處、地政署等十二個不同的政府部門溝通、拉鋸、獲得許可，等待審

批……整個過程花了將近七年時間才開始動工，「如果大家沒有共識，

事情很難落實執行，我們連最基本的水電來源、基建，如公路、化糞

池都要解決，不然你安裝了燈，原來沒有電，而且還要將建材運上 800

米高的山上，沒有路怎麼行。」

山谷地勢不平，李亮聰便以多根樁柱升高平台，以作校舍建築，一來減

少對地勢的破壞，同時無結構柱的設計讓空間變得開揚。「但屋宇署見

到你的建築物離地，通常會要求封上水泥，因為怕你僭建；我心想，我

們又不是炒樓，如果我們需要大一點的地方，開口就行了，怎會自找麻

煩。」李亮聰禮貌性的表示這都是過程，不過他回頭就放話，「小事我

不跟你吵先，先做大事。」

在設計上，李亮聰還原建築概念的基本步，能簡則簡，以功能性為主。

簡約潔白的外牆下，綴以黑色鐵柱，毫無多餘修飾；高樓底的開放式空

間，既便於通風透光，亦適合群體活動。正生書院從破舊的鐵皮屋到擁

有一座實在、完善的建築，依舊維持不安裝冷氣、不提供熱水洗澡此類

基本設施，「唯一有冷氣的地方，是給電腦吹的。」這麼做不是為了省

錢，而是校長陳兆焯曾和李亮聰表示，不想過於奢侈，「因為這是一個

讓學生苦行修煉的地方，做的是生命教育。」

在正生書院裏，沒有年級，甚至階級之分，書院裏的校長與老師自願降

薪任教，與學生同吃、同住、同眠，以身作教。「別想着校長或老師就

有熱水洗澡，或是好吃一點的食物，學生煮甚麼，他們就吃甚麼，難吃

的話，下次就再煮好一點。」

雖然普遍的建築項目都非短期內可以落成，但長達十年的光陰，他是怎

麼想的？「最瘋狂的不是我，是由校監林希聖發起這件事，然後請了校

長陳兆焯，正生存在多久，他們就守在那多久。」由雙劍合璧變成三劍

俠，「校長也問我，怎麼會花十年在這裏？」那時李亮聰回了一句：「你

也是啊！」兩人就像相逢恨晚，會心一笑，額頭恍如刻着「明知山有

虎，偏往虎山行」的執着。

忽然想起北島曾寫下：「如果說，遠行與回歸，而回歸的路更長。」不

管是李亮聰，還是校長，甚或在正生沉澱的學生，回歸的路雖長，但或

許遠行就是為了回歸，而回歸就是一個尋找自我的旅程。李亮聰未曾想

過，他有一天也會像陳兆焯一樣，深陷在這個地方，如今項目已經落

成，但李亮聰並沒有獨善其身。在蔚藍的天空下，蔥鬱的山林中，正生

書院顯得尤為明亮，於李亮聰而言，這已經超越了一磚一瓦所訴說的故

事，而他說的一句話：「This is something really close to my heart.」直

白卻情意深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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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座主樓的空間按私隱度鋪排，並根據地勢相互錯開。

2 建築物以細長的樁柱代替結構柱，能減少對地勢的破壞，提升

空間靈活性。立面的窗戶、雨水收集管道和陽台欄杆則展現了

垂直式的設計。

3 建築物坐落於僻遠而充滿大自然氣息的小島山谷上，有治癒心

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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