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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建造業零碳天地呈獻「建造的藝術」展覽 

增添網上虛擬展覽導賞 

建造即創造，創造見藝術 

與本地藝術家一起探索可持續綠色生活 

 

香港 ‧ 2020 年 9 月 18 日 – 建造業零碳天地（零碳天地）邀請多位本地藝術家，透過

雕塑、裝置、繪畫、攝影及工作坊等多姿多彩的表達形式，一起探索和展現建造與藝

術的聯繫和創造力。由即日起於九龍灣建造業零碳天地舉行「建造的藝術」展覽特別

加設免費網上虛擬展覽導賞，利用 360 度全景相機攝影，讓大家仿如置身現場，體驗

建造的創造力，把藝術與綠色生活帶回家。 

 

建造即創造，創造見藝術 

建造展現人類文明的變遷和創造力，推動可持續發展。人類從過去以一木一石建造房

屋和城市，到今天以創新科技和可持續發展的生活原則來建造與自然和諧共存的家園。

建造業零碳天地以「建造的藝術」藝術展覧和活動展示建造與綠色生活的關聯，突出

建造的力量猶如藝術，想像力和創造力均撼動人心。 

 

建造業零碳天地主席莊堅烈先生在啟動展覽時表示：「氣候變化是人類面對最大的挑

戰之一。建造業零碳天地是一個嶄新及富啟發性的項目，成為業界交流低碳建築設計

及專業技術的重要平台，我們更透過不同類型的推廣活動提升大眾對低碳生活的認識。

最近園區完成了翻新工程，引入多項綠色創新科技，透過與藝術的結合，期望可為市

民帶來耳目一新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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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主席續說：「『建造』不但是一種行業，更展現了人類的創造力和與時並進的精神。

建造業零碳天地舉辦『建造的藝術』，藉藝術突出建造的創造力，展示如何以創新科

技構建綠色家園，讓大眾細味低碳建築背後的設計理念和為人們美好生活帶來願景。」 

 

疫境下建造與藝術未有停步。「建造的藝術」展覽同時於網站 www.zcpart.org 免費展

出，透過虛擬展覽，大家能近距離 360 度觀賞展品。除展覽外，導賞影片將於 9 月 25

日推出，屆時策展人將帶領公眾走進藝術的世界，讓大家了解園區、藝術展品及藝術

家背後的故事，探索建造與藝術的關聯。 

 

「建造的藝術」展覽設有四大主題： 

 

藝術與建造的聯乘體驗 

城巿的高樓和公園需要建築師精心設計，美好的家園則需要每個人參與才能建成。藝

術家林東鵬的裝置藝術《島嶼上發生的事》用圖像、玩具和積木拼合出他心中的美好

城市，裏面有山有人有高樓。他邀請觀眾現場打破框框，大膽改動藝術裝置裏的積木

和玩具，一起和他「共建」這個美好城巿，從單向走往互動，這正好體現城市建設的

綠色文明和創新科技背後，需要「共建」和「共融」的精神。 

 

融合東方與自然之韻 

可持續發展和綠色生活彷彿是現代理念，其實東方人自古已有自然與人共生的綠色思

維。香港資深雕塑家李展輝參考水、風等大自然元素，創造出可供大眾閒坐和觀賞的

戶外雕塑長長櫈《都市水景》。藝術家劉學成結合了小型盆景與中國坐榻的藝術元素，

創造出可供多人閒坐聚談的裝置藝術《坐臥天地間 - 香港》。兩人都以藝術家的匠心，

實踐中國文化裏「天地萬物與我共生」的綠色思維，突出綠色生活的傳統和可能性。 

 

關注環境議題 

今年北極圈溫度創新高，最高上升至二十多度，各地碳排放量依然上升，全球暖化和

溫室效應仍是人類建造美好家園時需要急切處理的課題，藝術家亦以創作表達對環保

議題的關切。攝影師劉智聰多年來持續拍攝鄉郊風景，作品《山水文明》相中由樹林

和村屋構成的美麗畫面，突出了人類文明的擴張與大自然力量之間的張力。畫家袁進

𡛕花了半年多的時間，走遍香港各大水塘附近的遠足路線。她的繪畫系列《植林》以

一樹一島的繪畫構圖來突出馬尾松隨著城巿發展、植林計劃和自然蟲禍導致的盛和衰，

猶如以樹木的第一身觀點述說樹林和城巿的平行發展。北極熊是全球暖化的受害者。

http://www.zcpar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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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家莫一新經常想像出北極熊的不同造型，作品《熊出沒注意》，希望大家 bear in 

mind，以「玩食字」的幽默風格提醒人們當前全球暖化的嚴重性，戲謔之中讓人深思。

莫的另一作品《咫尺．邊極》近似中國盆景文化中的「造境」，把詩意世界濃縮於方

寸之間，玩景者可以用鳥瞰之勢把玩一樹一物，擺脫身體物理限制，因而更能掌握山

水樹石配置間的整體布局，近看又可想像把自己微縮，享受庭園信步的樂趣。 

 

實踐綠色生活 

每個人都是生活的建造者，藝術家在他們的生活和創作裏亦實踐著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藝術家黃振欽從建築地盤收集不同的石頭和水泥廢料，把它們提升再造 (upcycle)成代

表文明建築的符號，構建一個關於城巿景觀的混合媒體雕塑《現代風景》。藝術組合

MUDWORK 透過作品《樹鳴》，以綠色創作實踐綠色生活，用剩餘木料 DIY，做成能

模仿鳥鳴的小樂器。田邊藝術研究所（半農夫半藝術家的黎慧儀和跨媒介創作人李美

麒）邀請大眾參加《行走竹墨——自然是藝術創意工作坊》，在家居這個熟悉的場景

和素材，發掘創造力和新鮮感，認識自我。呼吸練習引向內觀，以菜葉壓成的墨水轉

化詩意字句，由自身聯繫自然。 

 

 

關於建造業議會 

建造業議會根據《建造業議會條例》（香港法例第 587 章）於 2007 年成立，由一位

主席及 24 名成員 組成，成員來自代表業內各界別的人士，包括僱主、專業人士、學

者、承建商、工人、獨立人士和政府官員。 

 

議會的主要職能是就長遠的策略性事宜與業界達成共識、向政府反映建造業的需要及

期許，提供專業培訓及註冊服務，並作為政府與建造業界之間的主要溝通渠道。 

 

如欲查詢更多有關建造業議會的資料，請瀏覽 www.cic.hk。 

 

 

關於建造業零碳天地  

2012 年 6 月落成的建造業零碳天地（CIC-ZCP）是香港第一座零碳建築，位於九龍灣

常悅道 8 號，為建造業議會（CIC）與政府的合作項目，既是先進生態建築設計的展示

中心及教育中心，亦是提供零碳或低碳建築科技的資訊中心，促進香港低碳生活及智

慧城市的發展。 

 

http://www.cic.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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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查詢，請聯絡： 

New Zone Creative Centre Limited 

羅玉萍 M: 9143 4577 T: 2817 1278  

李志華 M: 9483 2774 T: 2817 1278  

E: nzcc.media@gmail.com 

 

零碳天地 

莫婉琪 T: 2100 9509  

洪清殷 T: 2100 9435   

F: 2100 9090 E: corpcomm@cic.hk 

 

「建造的藝術」展覽   活動日程 

展期   2020 年 9 月 18 日（星期五）至 2020 年 10 月 17 日（ 星期六） 

現場展覽地址 九龍灣常悅道 8 號   建造業零碳天地  

現場展覽時間 09:00 – 20:00（室內）; 07:00 – 20:00（戶外） 

網上虛擬展覽 www.zcpart.org  

導賞影片  2020 年 9 月 25 日（星期六）開始 

《行走竹墨——自然是藝術創意工作坊》影片 

2020 年 9 月 26 日（星期六）開始 

 

  

http://nzcc.media@gmail.com
mailto:corpcomm@cic.hk
http://www.zcpar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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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下載: https://bit.ly/3mwzAFM 

A. 導賞 

建造業零碳天地呈獻「建造的藝術」

展覧和活動，展現建造與綠色生活的

關聯，突出建造的力量，創造力撼動

人心。 

 

瀏覽導賞影片，策展人帶領公眾走進

藝術的世界，讓大家了解園區、藝術

展品、藝術家的故事。 

 

 

 

 

 

B. 宣傳片 

建造業零碳天地主席莊堅烈先生在啟動

展覽時表示，「建造的藝術」展覽藉藝

術突出建造的創造力，實現高科技建設

的綠色家園。 

 

 

 

 

  

https://bit.ly/3mwzAFM
https://www.google.com/search?safe=active&rlz=1C1CHBD_zh-twHK867HK867&sxsrf=ALeKk03lWrir2LLQ50cnfqpvj5EOgLpOSQ:1599467335993&q=%E6%92%BC%E5%8B%95%E4%BA%BA%E5%BF%83&spell=1&sa=X&ved=2ahUKEwjI15CT0NbrAhXywosBHdGmAsUQBSgAegQICxAs
https://www.google.com/search?safe=active&rlz=1C1CHBD_zh-twHK867HK867&sxsrf=ALeKk03lWrir2LLQ50cnfqpvj5EOgLpOSQ:1599467335993&q=%E6%92%BC%E5%8B%95%E4%BA%BA%E5%BF%83&spell=1&sa=X&ved=2ahUKEwjI15CT0NbrAhXywosBHdGmAsUQBSgAegQICx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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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建造的藝術」展覽   展品介紹 

林東鵬：《島嶼上發生的事》 

塑膠彩、炭筆、鉛筆、比例模型及木製

玩具 

將繪畫結合立體模型，不同元素、媒介

及物料都在畫面上得到和諧的結合，以

輕鬆而富趣味性的形式邀請觀眾參與創

作過程。觀眾可以用砌積木方式，任意

在這個場景上建造自己的理想城市，延

伸這島嶼的故事。 
 

李展輝：《都市水景》 

不鏽鋼、鐵 

以立體剪紙為概念，製造一隅風景，把

自然中的清靜、閒逸景象移至繁囂鬧市

中。捕捉水面流動時變幻的形態，把水

中紋理一個個剪影下來，在空間漫延盪

漾，形成一道富玩味而又可親近的水中

風景。 
 

劉學成：《坐臥天地間 - 香港》 

木、日常物 

一個可坐可躺的裝置作品，利用一些現

成物料和在街上撿拾的棄置物進行創

作，把花園的元素佈置在此空間裏，有

花有草，有山有水，邀請參觀者們一同

來坐坐，談談天，藉此帶出生活享受不

一定建立在物質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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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智聰：《山水文明》 

攝影 

季節的變化為作品帶來不確定的面貌，

印證生命的存在，與時間的流逝。在人

類曾經踏足過的土地，發展出隱約的文

明符號，雖然是回復不了原始的模樣，

卻意外地變成一種新的地景雕塑。 

 

袁進𡛕：《植林》 

素描裝置 

翻閱政府的百年植林歷史年鑑，藝術家

遊走各大水塘，嘗試尋找這些每年曾以

數十萬株被種植，遍布香港大小水塘和

郊野，至今仍存留的馬尾松，也發現漫

山綠林原來是無數代的種植者的努力而

成。 

 

莫一新：《熊出沒注意》 

上色玻璃纖維 

北極熊靜靜地躺在城市中心的開放空間

上，看似時空錯配，然而，香港雖然與

北極相隔萬里，但作為地球村的一份

子，我們怎能對全球暖化問題視若無

睹！作品呈現都市建設與自然保育必須

取得平衡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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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一新：《咫尺•邊極》 

不銹鋼及金箔 

作品近似中國盤景文化中的「造境」，

把詩意世界濃縮於方寸之間，而玩景者

可以用高踞之勢鳥瞰，把玩一樹一物，

擺脫身體物理限制，因而更能掌握山水

樹石配置間的整體布局，近看又可想像

把自己微縮，享受信步園林的樂趣。 

 

黃振欽：《現代風景》 

混合媒體 

從建築地盤收集不同石頭和水泥廢料，

把它們 upcycle 提升再造成代表文明建

築的符號，用來構建一個關於城巿景觀

的雕塑。 

「它們再次成為說故事者 

細說著被遺忘的記憶⋯⋯」 

 

MUDWORK ：《樹鳴》 

裝置 

樹或記得曾停留的鳥兒鳴叫，鳥兒或記

得那棵曾豎立的樹，可牠不能再站在樹

幹上叫嚷，樹也再聽不到鳥聲。作品透

過藝術家於本地木材上加工，令木材化

身成鳥鳴樂器，重新釋放出大自然聲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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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建造的藝術」展覽   網上工作坊介紹 
 

田邊藝術研究所： 

《行走竹墨——自然是藝術創意工作坊》  

工作坊 

在家居這個熟悉的場景和素材，發掘創

造力和新鮮感，認識自我。呼吸練習引

向內觀，以運用菜葉壓成的墨水轉化詩

意字句，由自身聯繫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