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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即時發佈 

 
「迎海．星灣」Double Cove Starview 

以得天獨厚壯麗大自然環境為靈感 

引入約二千萬港元藝術珍藏 譜寫「自然交響曲」品味 

 

2013 年 12 月 10 日，香港 ─ 由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新世界發展

有限公司及培新集團合作發展的馬鞍山落禾沙極罕貴雙灣半島豪宅項

目「迎海」(Double Cove)，今日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項目廣邀多位

中、外藝術名家，以「迎海」得天獨厚的壯麗大自然環境為靈感，引入

約二千萬港元藝術雕塑，譜寫以「自然交響曲」為主題的品味藝術雕塑

系列。 

 

「迎海」為本港首個由國際建築設計大師 Lord Richard Rogers 擔任設

計顧問的大型海景豪宅。Lord Richard Rogers 堅信建築應該將科學與藝

術結合，因此特別以 Living in a Park 作為「迎海」總體設計意念，並融

入品味藝術生活元素。 

 

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營業(一)部總經理林達民先生表示：「『迎海』

逾 14 萬平方呎的豪華住客會所 Double Club，大堂樓底高達 5.6 米，空

間宏闊，發展商特別透過當代出色藝術家、藝術品規劃顧問林偉而先

生，統籌並邀請各地多位藝術名家，精挑細選多件藝術作品放置於會所

及整個項目內(部分作品見附表一)，總價值約二千萬港元，彰顯尊貴與品

味。其中包括西班牙國際知名公共藝術大師 Jaume Plensa 之作品

MEMORIA 及中國當代藝術家岳敏君的雕塑現代兵馬俑 – 8 等作品。林

氏同時亦為思聯建築設計有限公司的董事總經理，其專業團隊更負責

『迎海．星灣』單位室內設計及部分公眾地方之室內設計，充分展現出

細膩心思。」 

 

思聯建築設計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林偉而先生表示：「我以『迎海』得

天獨厚的壯麗大自然環境為創作靈感，並以『自然交響曲』(Symphony 

of Nature)為主題，搜羅及創作一系列品味藝術雕塑。藝術家於創作時由

人出發，走進大自然，以海洋、陸地、天空之不同物種形態，創作融入

生活的藝術作品，探索人與自然的共生關係。此外，我們亦為『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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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藝 術品 注入 了天然 (Nature)、有 趣 (Fun)、 人性 (Human)、 參 與性

(Interactive)及親子(Parents & Children)等元素，在這個大前題下甄選出

各地藝術家及其作品，同時構建一個本地藝術和國際藝術融和的平台。」 

 

「迎海」所引入的藝術珍藏，還包括林偉而先生兩項作品《迎‧然‧有

魚》及《迎‧然‧鷹明》。前者以魚群組成漩渦結構，中間 8 字的組合

表達無窮無盡循環不息的理念，既優雅且具活力；後者則以金屬線條組

成貓頭鷹結構，造型簡約有趣，再賦予其翠綠身軀，形成充滿自然氣息

的植物雕塑，美觀之餘亦起綠化環境作用。 

 

備註：「迎海．星灣」尚未取得預售樓花同意書 

 

－ 完 － 

 

此新聞稿由恒信公關國際有限公司代恒基物業代理有限公司發出。傳媒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與恒信公關高級客戶總監溫安怡小姐(3960 1915) 

或高級新聞主任利建邦先生 (3960 1905) 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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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 

 

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營業(一)部總經理林達民先生(右)及思聯建築設

計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林偉而先生(左)，一同介紹放置於極罕貴雙灣半

島豪宅項目「迎海」(Double Cove)內，總值約二千萬港元的多件藝術

雕塑珍藏，譜寫以「自然交響曲」為主題的品味藝術雕塑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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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迎海」部分藝術珍藏 

 
 
 

 

西班牙藝術大師 Jaume Plensa 

MEMORIA 

400cm(H) x 285cm(W) x 223cm(L)  

不鏽鋼 Stainless steel 

2013 
 

西班牙藝術家 Jaume Plensa 是國際知

名公共藝術大師，在世界各地不同城市

創作地標式大型雕塑或藝術裝置。 

 

名為 MEMORIA 的 4 米人形雕塑，以 9

種文字元素組成，矗立於住客會所入口

門外，宏偉壯麗。 

 

 
 
 
 

 

中國當代藝術家岳敏君 Yue Min Jun 

現代兵馬俑-8 

Contemporary Terracotta Warriors 
No. 8   
76cm x 60cm x 182cm(H) 

銅 Bronze 

2006 
 

岳 敏 君 為 國 際 知 名 中 國 當 代 藝 術 大

師，這著名雕塑放置在住客會所大堂

內，《現代兵馬俑》系列屬岳敏君重要

雕塑系列，咧嘴大笑的人物，色彩鮮

艷，富有活力，並己成為藝術市上最受

追棒的系列之一。 

 

 
 
 
 

 

韓國年青雕塑家文丙頭 

Moon Byeong Doo 
I have been dreaming to be a tree… 
2031 #I & #2 
200cm x 270cm x 370cm 
Stone bases 120cm x 120cm x 
30cm(H) 

不鏽鋼 Stainless steel 

2013 
 

此作品鹿長雙角如樹，主題為“ I have 

been dreaming to be a tree…”，幻想

與現實結合，鹿樹渾然如一，是充滿意

趣的美觀雕塑。文丙頭擅於運用金屬線

編織動物，以線條巧妙重塑獸畜肌肉，

組成此優美富生命力的動物雕塑。 

 

http://www.google.com.hk/url?sa=t&rct=j&q=plensa+artist&source=web&cd=1&ved=0CEwQFjAA&url=http%3A%2F%2Fen.wikipedia.org%2Fwiki%2FJaume_Plensa&ei=rKv6T-2lOqykiAez2fnVBg&usg=AFQjCNHV8FngM-WtdKROxKjBV0QAx1bRBQ&cad=r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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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著名雕塑家莫一新 Mok Yat San 

悠閒假期 In The Mood For Holidays  

238cm(L) x128cm(W) x 70cm(H)  
163cm(L) x106cm(W) x 95cm(H) 

玻璃纖維、不鏽鋼 

Fiber glass, stainless steel 
2013 
 

浮冰上的一對北極熊無奈地望着腳下

冰塊不斷溶化，漸無容身之所。作品以

優美造型反映地球暖化問題，簡潔有

力，是深具環保意識的佳作。作品利用

不鏽鋼鏡面令浮冰與水面巧妙連結，與

「迎海」住客會所泳池景致融為一體。 

 
 
 
 

 

香港著名裝置藝術家甘志強 Kum Chi 

Keung 

遺傳 Propagation 

200cm(H) x 120cm(W) x 120cm(D) 

竹、不鏽鋼及混合材質料 

Bamboo, stainless steel and mixed 
media 
2013 
 

鳥籠變身水果系列為甘志強近年新突

破，此系列作品富創意而且需要極高工

藝水平，全球暫此一家，具強烈個人風

格。作品《遺傳》以竹、不鏽鋼及混合

材質料組成，蘋果鳥籠內藏正在翻跟斗

的人物，表達生活愉快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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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著名設計師劉小康 Freeman Lau 

迎海神駒 Horses by the Sea  

觀浪 Wave 

142cm x 286cm x 395cm(H) 

聽濤 Rhythm 

107cm x 215cm x 296cm(H) 
不鏽鋼 Stainless steel 

2013 
 
「神駒」其實源自藝術家劉小康兒時的

玩伴，一張餐椅。「高高的椅背是馬的

脖子，座位處是馬背，四隻椅腳正是『馬

腿』。我們跨坐在『馬背』上，手抱著

『馬脖子』，前後搖晃，『馬腿』也隨

之發出咯咯聲響，好不刺激！」現在神

駒走入充滿大自然氣息的迎海，與居民

一起細聽著悠揚的海韻、感受著舒爽的

海風、飽覽著壯麗的海景，與這片浩瀚

的大自然融為一體。 

 

 
 
 

 
 

香港著名藝術家林偉而 William Lim 

迎．然．有魚 Marine．Infinity 

Approx 3m(W) x 3m(L) x 8m(H) 

電鍍塑膠 

Electroplated PVC 
2013  
 

作品以魚群組成漩渦結構，靈感來自

「迎海」面對天然海灣的地理環境，中

間 8 字的組合表達無窮無盡循環不息的

理念，是一組既優雅又具活力的作品。 

 

http://www.google.com.hk/url?sa=t&rct=j&q=plensa+artist&source=web&cd=1&ved=0CEwQFjAA&url=http%3A%2F%2Fen.wikipedia.org%2Fwiki%2FJaume_Plensa&ei=rKv6T-2lOqykiAez2fnVBg&usg=AFQjCNHV8FngM-WtdKROxKjBV0QAx1bRBQ&cad=rja


 

7 

 

 

香港著名藝術家林偉而 William Lim 

迎．然．鷹明 Uncle Owl 

Aluminum decorative frame on GMS 
metal structure; planters; uplights; 
irrigation system 
2013  
 

以金屬線條組成貓頭鷹結構，造型簡約

有趣，再賦予其翠綠身軀，形成充滿自

然氣息的植物雕塑，是美觀又具創意的

作品，亦起綠化環境作用。這雕塑位處

24 小時有蓋行人通道，相信會是很多家

長帶同小朋友每天上學的必經之路，作

者希望這綠化貓頭鷹，祝願小朋友讀書

聰明，更希望他們對大自然、綠化付出

一份愛心。 

 

香港著名藝術家李展輝 

Lee Chin Fai, Danny 

都市水景 Waterscape 

Set of 3: 4,800mm(L) x 1,500mm(W) x 

460mm(H) 

Set of 4: 5,800mm(L) x 1,700mm(W) x 

460mm(H) 

不鏽鋼 Stainless steel 

2012  

 

李展輝以不鏽綱鏡面雕塑著名，主題多

為重塑城市的現代風景。不繡鋼鏡面雲

狀長櫈組合之造型富設計意味，各雲狀

長櫈巧妙交錯排列呈現具現代感的雲

海效果，放置會所大堂有如把自然環境

帶進室內，是結合藝術與實用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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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著名裝置藝術家甘志強 Kum Chi 

Keung 

綠遊遊 Greenjoy 

200cm(H) x 106cm(W) x 106cm(D)  

竹、不鏽鋼及混合材質料 

Bamboo, stainless steel and mixed 

media 

2013 

鳥籠變身水果的系列為甘志強近年新

突破，富創意且需極高工藝水平，作品

《綠遊遊》內藏正翻跟斗的人物及樹

木，表達享受自然生活的樂趣。 

 

 

Richard X Zawitz 

Infinity Z11X  無限 Z11X 

Approx 350cm x 200cm x 250cm(H) 

(tube diameter 20 cm)  

不鏽鋼 Stainless steel  

2013 

Richard X Zawitz 擅創作扭曲的管狀作

品，以無限為概念，喻大自然生生不

息，運用優美扭曲線條構成立體作品，

具裝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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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著名陶瓷藝術家曾章成 

Tsang Cheung Shing, Johnson 

滿載 Loads of Love (Set of 2)  

320cm(L) x 70cm(W) x 110cm(H) 

不鏽鋼、陶瓷 Stainless steel, ceramics. 

2013 

曾章成近十年亦從事雕塑及公共藝術

創作。作品不鏽鋼魚身配合七彩陶瓷組

成的魚鱗，造型優美色彩繽紛，深具裝

飾效果。大小魚兒加上以馬賽克陶瓷形

式拼出 LOVE 及 PEACE 字樣，突顯親

和關愛意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