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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遊屋記
亞洲第一個開放房子活動 

你是否有好奇過這厚厚的牆壁後面是些什麼? 

今 年 ， 澳 門 將 為 你 敞 開 大 門 揭 開 其 無 盡 的 建

築 歷 史 。 1 1 月 1 0 日 至 1 1 日 ， 整 個 週 末 ， 將 舉

行 亞 洲 第 一 個 也 是 唯 一 一 個 開 放 房 子 活 動 。  

澳門遊屋記（OHM）將為您提供50座建築物背後

的故事，這些建築物講述了東西方近500年共融的

歷史。 數十個討論，思考和慶祝城市的機會！

根據建築物對城市和文化的獨特貢獻，我們精心策

劃了這次的遊訪計劃，目的是為澳門建築景觀帶來

不一樣的新視角。這次活動所涵蓋的建築由中國本

土建築到新古典主義，藝術裝飾，現代主義到當代

設計等例子：每個人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東西！

我們邀請所有的澳門市民提供他們對建築物的建議

和見解，作為參與這次OHM澳門遊屋記計劃中的一

部份。在8月17日之前，有興趣的人可以通過在這裡

提交提案參與其中。

“開放房子是了解並改變現代公共空間的鑰匙”
Victoria Thornton, 
Open House Worldwide總監兼創始人

OpenHouse於1992年在倫敦由VictoriaThornton

創立，它傳達了一個簡單而強大的概念：邀請每個

人探索和討論這些精心設計建築對環境的價值，而

且完全免費。 該活動從它參觀的人數中獲得了巨

大成功，使其開展為一個國際網 - Open House 

Worldwide -全球性的開放房子活動。 

CURB是其中的合作夥伴，Open House Worldwide 

是全球最重要的促進建築機構之一，在4大洲已舉

辦了40多次的活動， 每年召集超過100萬遊客。

OHM由CURB-建築與城市規劃中心策劃和主辦且

與許多其他尚未公佈的機構合作。

官方發佈會將於7月20日星期五下午5點30分在 

PONTE 9 （內港）會場舉行。由策展人建築師 

Nuno Soares將親身解說其活動概念 ，想了解該活

動和取得第一手資料？ 請於盡快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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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orm.jotform.me/80859338483470
http://www.openhouseworldwide.org/
http://www.openhouseworldwide.org/
http://curb-center.com/
http://ponte9.com/
http://eepurl.com/dv6z8P


Open House是全球最重要促進建築的機構之
一。它傳達了一個簡單但強大的概念：邀請
每個人完全免費探索和辯論精心設計的建築
環境的價值。

第一個開放房子的建築活動於1992年於倫敦由 

Victoria Thornton舉辦. 它引起了外界極大的興趣

和迴響，並很快在全世界流行起來。 如今，Open 

House Worldwide已包括四大洲40多個城市，這

些聯合起來的城市網絡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讓公

眾參與有關建築質量和建築環境的討論，同時提供

方法讓市民通過親身的體驗，學習和了解他們的城

市建築。首要也是最重要的一點，Open House的

OPEN HOUSE WORLDWIDE 地圖
包括四大洲的40多個城市，並突出OHM在亞洲的先驅里程

“這個節日打開了眼睛和思想大門，以幫助城市的居民獲得他們對環
境、設計和建築的啟發。 我的目標是創立一個適合每個人的節日，免
費開放，因為這座城市屬於我們所有人，我們應該參與並成為其中的
一部分。” 

Victoria Thornton, 
主席兼創始人

OPEN HOUSE
WORLDWIDE

願望是讓社區參與進來，並讓他們倡導高質量的建

築環境。

Open House 的組織認為讓環境專業人士聽到民眾

的聲音，在應對城市挑戰和塑造未來方面發揮著重

要的作用，最終確保城市保持充滿活力和宜居的靈

感和願望。

澳門遊屋記

www.openhouseworldwide.com 網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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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項先驅活動將帶領觀眾來到平常無法到訪

的建築物背後，包括50座不同種類特別建築例

子，如中國本土建築（天井屋，商鋪屋等），

以及新古典主義，裝飾藝術，現代主義和當代設

計。 除了主要的遊訪計劃外，OHM還包括同時

進行的SCHOOL，PLUS和FAMILY項目，提供

一系列活動，邀請所有遊客參與討論、思考和慶

祝這座城市。

 

澳門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區，是一個充滿

活力和不斷變化的城市，擁有獨特的文化交流歷

史。 近年來蓬勃的賭場發展與緊湊的城市紋理分

佈，散落的特殊建築物描述了東西方近500年的

共融歷史。

  城市和建築生活

–密集而獨特的城市結構 

– 未被開發的建築環境具有無盡的建築品質

  短期結果 

 

– 為所有人提供優質的設計：讓市民接觸他們的

城市建築;

– 提高集體歸屬感：強化公眾對城市文化和建築

對日常生活影響的看法;

– 吸引新的來自香港和中國大陸的專業觀眾。

澳門遊屋記將通過這次機會，讓大眾更好地了解和

關注他們的城市景觀，喚醒澳門居民的歸屬感。 

它還旨在吸引國際社會關注澳門特有的城市特色，

並將其納入建築必須知曉的目的地之中

  文化景觀

–文化和民族混合的地標 

–激動人心的文化背景 

 

  可到訪的

–在廣泛的東盟國家範圍內 

–輕鬆步行中心區

  長期結果 

 

– 提高對澳門遺產和建築環境的認識;

– 促進可持續性：慶祝澳門成為國際建築中心;

– 在澳門民間社會內部產生新的平台和協同效應。

澳門遊屋記是由CURB建築與城市規劃中心主辦，

這是一個非牟利組織於2014年在澳門成立，旨在

促進建築、城市規劃、設計和城市文化領域的知識

研究、教育、生產和傳播。

澳門遊屋記

在將要到來的11月，澳門遊屋記將成為第一個在亞洲舉行的開放房子活動

OHM 的相關性

澳門的特色

OHM 使命

© CURB Arch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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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不同的遊訪形式，它們皆是免費的。  

CURB建議遊客仔細計劃你們的週末，因此確保在

需預先登記的場地中登記預留位置！

注：根據具體情況，評論和指導訪問將以用粵語、英語、
葡萄牙語或全部三種語言進行。 語言選項在9月將在每個
建築物/場地列表中可見。

一個對社區
開放的節日

它是
如何運作

OHM為所有觀眾，合作夥伴和新聞媒體提供了機

會，親身與主辦者和策展人見面，並親自了解活動

的所有信息！ 官方發佈會將設有一個提議建築物

CURB歡迎大家提出建議，那些他們認為可以加進

計劃中或他們喜歡的澳門建築物， 一些他們想偷

看已久的建築又或者一些屬於他們的建築物。

OHM為對建築、設計和環境建設感興趣的人士提

供成為志願者的機會。無需是這些領域的學者、專

業人士或學生：CURB招募澳門的愛好者和所有年

滿18歲以上願意積極參與的人士，使OHM成為一

個難忘的週末. 

語言技能和全心全意的態度是成為OHM家庭所需

要的最重要的特徵。

OHM官方發佈會
7月20日, 5.30 pm | OHM home | 9號碼頭 – 創意空間

早鳥優惠機會來了

 

BUILDING SUGGESTION PROGRAMME
7月17日– 8月17日

由公眾提供建議 

 

OHM志願者計劃
7月17日– 8月17日

Made by and for the city 

的論壇，在那裡我們將邀請參與者提出他們認為在

遊屋計劃中必到的澳門場地。客人也可藉此機會參

加志願者計劃。

主辦單位希望對澳門優秀和保存最完好的建築秘密

有新的見解，同時喚起市民的積極參與。招募直至

8月17日. 在這裡需在網上填寫一份簡單的表格，其

中包括一些基本資料，如名稱，地址等等。

志願者的任務包導覽，人流管理，前台接待和社區

支援/跑步者。 作為對他們承諾的回報，OHM的志

願者可以獲得獨家的到訪權限和增強人際間的網絡

聯系。

參加OHM志願者計劃，申請人應在8月17日之前填

寫表格並提供個人資料，他們的意向，並告知主辦

單位他們在活動期間的可參與時間。

回覆

建築物提議

申請表格

免費, 
自我導覽
 

建築物/場地將在特定時段內開放，您可以隨時隨

地到訪。 進入建築物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則進行。

由活動的團隊 
志願者導覽
 

導覽團定期舉行，但每個地點的時間也不同。 等

待輪到你參加的小組的導覽，入場優先權取決於抵

達現場的時間。

由專家指導的 
導覽團
 

由建築師，業主或受邀專家帶領。 這些參觀將按

照特定的時間表進行，並且必須事先進行登記。 

登記日期從9月初開始，並將開放一個月。 如果登

記已關閉或預約己滿，您仍然可以自由地到訪現

場。 我們將嘗試讓所有人都能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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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it.ly/2kJsbEd
https://form.jotform.me/80859338483470
https://form.jotform.me/80738519983472
https://form.jotform.me/80857849283473
https://form.jotform.me/80723080151446


主辦單位 

CURB – 建築與城市規劃中心 

2014年在澳門建立的非牟利組織， 
作為對未來城市及其建築的一種思考。

CURB的使命是促進建築，城市規劃，設計和城市

文化領域的知識研究，教育，生產和傳播。

CURB開發和支持符合社區利益的項目，通過各種

研究，研討會，會議，展覽，競賽和其他舉措，建

立自己作為學術界，民間社會和政府機構之間的

交流平台。 該中心面向不同的區域層面 - 澳門，

珠江三角洲和中國 - 在國際層面上 - 特別是在亞

洲和葡語國家 - 進行工作，將地方問題帶給全球

受眾。

CURB是世界城市運動（WUC）的合作夥伴，是

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UN-Habitat）的一部

分，也是全球開放日家庭的成員。

CURB目前領導由科學和技術發展基金資助的研究

項目“澳門電字地圖：地理配準和可視化城市數據”

， CURB是WUC領導的Urban Thinkers Campus

第三階段國際公開徵集建議的選定參與者之，目

前正在組織澳門Urban Thinkers Campus倡議（ 

2018年9月22-23日）。最近的項目包括2017年首

爾建築與城市規劃雙年展澳門策展代表的設計與管

理，2013年和2015年深港雙城建築雙年展（SZ \ 

HK（深圳））的澳門館設計與管理，以及2014年

威尼斯建築雙年展的官方參與。

CURB設有一個固定的研究團隊。其辦公場所包括

圖書館和文檔檔案館，工作室，會議和畫廊區。

策展人: Nuno Soares

創意總監: Filipa Simões

統籌: Nuno Soares and Filipa Simões

製作及溝通統籌: Ponte 9 | Clara Antunes

資料搜集: Tiago Patatas, Ana Catarina Oliveira 
and Andreia Soares

籌募款項: Tiago Patatas

製作助理: Hermana Heong

傳播與新聞關系助理:  
Ponte 9 | Mafalda Santos and Teresa Cruz 

設計:  WhyDesign

網站設計: Letra Studio

實用資訊

聯絡

OHM 新聞關系辦工室 

Teresa Cruz

press@openhousemacau.com

+853 2871 5770

9號碼頭 – 創意空間   

澳門火船頭街9 號碼頭-3樓

@openhousemacau

#OHmacau #OHM2018 

#ArchitectureBeyondWalls

Googlemaps

關於我們
連結

訪問和問題查詢

社交媒體

下載

OHM 地址

團隊

宣傳圖片 

OHM LOGO CURB

OPEN HOUSE WORLDWIDE

OPEN HOUSE MACAU 澳門遊屋記

下載地圖

Curated and organized by University partner Promotion and 
production partner

A proud member of策展和主辦單位 合作大學夥伴 推廣和製作夥伴 榮譽的會員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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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hydesignltd.com/
https://letra.studio/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Ponte+9+-+Creative+Platform/@22.1939878,113.5328778,17z/data=!3m1!4b1!4m5!3m4!1s0x34017af06fa958a1:0x5497b670dc5a1a11!8m2!3d22.1939878!4d113.5350665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5QxPU27G9sBGjvnpZ-QDVZnvvWjUQc7r
https://bit.ly/2uvBImT
https://bit.ly/2L88S6b
http://curb-center.com/
http://www.openhouseworldwide.org/
https://www.openhousemacau.com
https://gallery.mailchimp.com/919bf2d0f603a1e8449a09fe1/images/02d52734-e0d9-45bd-86e0-59d6653cf7bb.png
https://bit.ly/2NTJpvP
https://www.facebook.com/openhousemacau/
https://www.instagram.com/openhousemacau/
https://twitter.com/openhousemacau


www.openhousemacau.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