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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發布 

香港電訊與西九文化區聯手呈獻「HKT西九音樂節」 
本港最大型流行音樂節   一連兩周逾 70場演出 

匯聚超過 200個不同音樂流派及風格表演者 

包括麥浚龍、岑寧兒、王菀之、方皓玟、衛蘭等知名歌手 

MIRROR成員呂爵安、陳卓賢、姜濤及盧瀚霆壓軸登場 

 

（2023年 2月 15日──香港）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管理局）與香港電訊（HKT）（股份代號：6823）

共同宣布，將在 2023年 3月 22日至 4月 2日聯合呈獻香港最大型流行音樂節「HKT西九音樂節」

（音樂節）。首屆「HKT 西九音樂節」由香港電訊冠名贊助、西九文化區（西九)表演藝術處策劃

及製作，匯聚超過 200 位不同音樂流派及風格的歌手、樂隊及音樂人，在自由空間、藝術公園、竹

翠公園以及 M+等多個室內外舞台呈獻超過 70場演出，碰撞出最精彩的音樂風格，呈現香港流行音

樂的多元和活力。為期10天的音樂節，各項免費及售票的音樂演出預計會吸引數以萬計觀眾參與，

將會是香港規模最大、參與的本地音樂人人數最多的一場音樂盛宴。 

 
音樂節將結合流行文化與藝術創作，以跨媒介的方式為不同類型的觀眾帶來耳目一新的體驗。一系

列售票節目將在西九自由空間、竹翠公園及 M+舉行，包括：由 17組本地主流及獨立音樂單位擔綱

的《HKT 西九音樂節：越流行》、紀念流行樂壇巨星張國榮（哥哥）逝世二十周年的《HKT 西九

音樂節：異色煙火張國榮》、四場玩味十足的音樂派對《HKT西九音樂節：大盒開箱》及將音樂節

融入 M+的《HKT 西九音樂節：M+ 現場電影《離騷幻聽》》。音樂節亦將向樂迷呈獻多場免費活

動及演出：包括在「M+夜不同」中一場重塑香港 80年代的士高面貌的《HKT 西九音樂節：的士高

之夜》，及一系列於西九藝術公園大草坪、海濱草坪東面及留白 Livehouse的演出。 

 
除《HKT 西九音樂節：M+ 現場電影《離騷幻聽》》外，各項售票節目門票將於 2023年 2月 24日

上午 10時起於 Cityline公開發售。部份免費節目須預先登記參加，詳情將於稍後公布。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行政總裁馮程淑儀表示：「西九文化區一直致力推動本地藝術文化發展及培育人

才，繼早年舉辦廣受歡迎的音樂節目「自由約」、以及由 2019 年起連續舉辦四屆的『自由爵士音

樂節』後，我們很高興於 2023 年在西九呈獻一個全新的、以流行音樂為主題並結合當代視覺藝術

的大型戶外音樂節。憑藉西九得天獨厚的文化資源，特別是其優越的臨海地理位置、偌大的戶外空

間以及專業的表演藝術團隊，我們冀望為本地及海外的表演藝術人才提供創作、演出、實驗碰撞的

平台並推動跨領域合作。我們十分感謝香港電訊對『HKT 西九音樂節』的慷慨支持，在香港全面通

關之際，讓中外樂迷及文化愛好者享受精彩的音樂盛宴，感受香港流行音樂文化的活力和朝氣。」 

香港電訊集團董事總經理許漢卿表示：「HKT在港紥根超過 150年，多年來利用創意及創新服務，

將大眾連繫，為市民帶來更美好的生活。我們非常高興能與西九文化區及一眾才華洋溢的音樂人與

藝術家，攜手創造香港有史以來最大型的音樂節，為香港的藝術文化和創意產業，建立新的里程碑。

我們希望透過『HKT 西九音樂節』，為全港市民帶來一個男女老幼都可以參與的嶄新音樂體驗；同

時向世界展示香港的文化力量，吸引海外旅客來港，感受香港作為國際盛事之都的魅力。」 

竹翠公園上演一連三日音樂盛典   MIRROR成員壓軸登場 

音樂節焦點節目之一《HKT西九音樂節：越流行》將於竹翠公園的大型戶外舞台上演，一連三日共

呈獻17組本地主流及獨立音樂單位。西九文化區特別為歌手配對音樂總監，為其度身訂造新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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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一眾新生代音樂人打破主流與獨立的界線，聚首示範國際音樂視野與本土文化如何完美結合，呈

現本地流行音樂的朝氣、多元和可能性。配對包括： 

 

• 麥浚龍 x 江逸天； 

• 岑寧兒 x 張貝芝； 

• 王菀之 x 崔展鴻； 

• 方皓玟 x 何山； 

• COLLAR的Winka及 Marf x iii； 

• hirsk x cehryl； 

• 洪嘉豪 x Gordon Flanders； 

• R.O.O.T x 陳健安。 

 
2023年 4月 1及 2日周末兩晚將會由香港最受歡迎的男子跳唱組合 MIRROR其中四位成員——呂

爵安（Edan）、陳卓賢（Ian）、姜濤及盧瀚霆（Anson Lo）分組壓軸演出，勢將音樂節氣氛推向

最高峰。 

 
自由空間大盒主題音樂會  向樂壇傳奇巨星張國榮致敬 

今年是張國榮（哥哥）逝世二十周年，大盒將於 2023 年 3 月 30 日至 4 月 1 日上演三場特備節目

《HKT西九音樂節：異色煙火張國榮》，紀念這位流行樂壇巨星。由鋼琴家朱肇階（Daniel Chu）

擔任音樂總監，歌手衛蘭及關浩德（Walter Kwan）參與演出，重新演繹哥哥不同階段的經典歌曲，

讓大眾回顧這位巨星的非凡魅力和獨特的文化藝術美學，並向他對香港流行音樂文化的深遠影響致

敬。 

 
《大盒開箱》結合黑盒劇場與流行音樂的實驗性 

大盒亦會於 2023年 3月 25日至 26日期間，呈獻四場不同主題的音樂派對《HKT西九音樂節：大

盒開箱》，秉承黑盒劇場的前衛精神，挑戰流行音樂的實驗性。2023年 3月 25日的「REVERB」

先由 Merry Lamb Lamb、石山街和 Kiri T聯手，炮製電子音樂融合視覺的音樂饕宴；緊接第二個單

元以「FREQUENCY」為題，由四位獨立女創作人 Anna hisbbuR、陳嘉、王嘉儀×孫曉賢兵分三路

展示不一樣的當代女創作人風格。晚安莉莉、WHIZZ 及 FIESTER 於 3 月 26 日帶來第三個單元

「ECHO」的演出，三個樂團各自擅長 Shoujo Pop、搖擺樂及電子金屬曲風，展現另類女生音樂力

量；最後一個單元以魅惑熱血的「DISTORT」為主題，由 mansonvibes×力臻、日系組合乙女新夢、

Mike Orange×宇宙幽靈合力演出，當中包括動漫音樂風格編排，為《HKT x WESTK POPFEST：

大盒開箱》系列驚艷作結。 

 

音樂節首度走入 M+  跨領域迸發無限火花 

作為香港最新的文化藝術地標，西九致力推動區內文化設施之間的跨領域合作，今次破格將音樂節

融入亞洲首間全球性當代視覺文化博物館M+ ──《HKT 西九音樂節：M+ 現場電影《離騷幻聽》》

將 M+大台階化身表演藝術舞台，於 4 月 1 日至 2 日播放動漫藝術家江康泉（江記）創作的動態漫

畫、GIF 文檔和動畫片段，結合自由空間樂團的現場演出，將後龐克樂的強勁節拍注入傳統中國音

樂。 

 

M+更會於 3月 31日舉辦一場重塑香港 80年代的士高面貌的《HKT西九音樂節：的士高之夜》，當

晚的「M+夜不同」會帶來創意工作坊、對談及特別導賞等一系列與「廣東歌」相關的精彩活動，讓

觀衆體驗 80 代視覺文化與當下生活的聯繫，《 HKT 西九音樂節：的士高之夜》是免費節目但須預

先登記參加，詳情將適時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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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連串免費音樂節目及活動將於西九藝術公園大草坪、海濱草坪東面及留白 Livehouse 於音

樂節期間舉行。免費節目詳情將於 3月初公布。 

 
FWD 富衛保險、1O1O、csl、The Club、DrGo Health Store、eye、HKT Enterprise Solutions、網

上行、Now TV、Tap & Go「拍住賞」、三星電子香港聯合贊助「HKT西九音樂節」。 

 
香港商業電台為「HKT西九音樂節」的媒體夥伴。 

 
有關「HKT西九音樂節」的最新節目內容及票務資料，請瀏覽 https://www.westkowloon.hk/popfest。 

 
### 

 
傳媒查詢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傳訊及公共事務部 

鍾巧儀（Dora Chung） 

陳樂彤（Vanessa Chan） 

+852 2200 0571 

+852 2200 0536 

dora.chung@wkcda.hk 

vanessa.chan@wkcda.hk 

香港電訊集團傳訊處 

盧靜雯（Nicole Lo） +852 2883 2742 nicole.cm.lo@pccw.com 

明思力公關（ MSL） 

Henry So 

Kristy Fung 

+852 6155 1519 

+852 9793 3714  

henry.so@mslgroup.com  

kristy.fung@mslgroup.com  

 

編輯垂注 

關於西九文化區 

西九文化區是全球規模最大的文化項目之一，願景是為香港在濱臨維多利亞港、佔地 40 公頃的填

海土地上，創造一個多姿多彩的新文化地帶。文化區內設有製作及舉辦世界級展覽、表演節目和文

化藝術活動的各類劇場、演出空間和博物館；並將提供 23 公頃的公共空間，包括長達兩公里的海

濱長廊。 

 

關於香港電訊 

香港電訊是科技、媒體及電訊的領導者，扎根香港逾 150年。香港電訊作為真正的 5G 網絡營運商，

為企業及大眾接通本地和全球。我們的全方位企業應用方案，成為企業進行數碼轉型的不二之選。

與此同時，我們全面的流動通訊及智能生活服務組合，豐富大眾日常生活，並滿足他們對工作、娛

樂、教育、健康，以至可持續低碳生活的各種需要。連同我們支援數碼經濟發展及協助香港作為國

際金融中心連繫世界的數碼企業業務，香港電訊致力為智慧城市發展作出貢獻，以科技成就未來。  

 

有關香港電訊的其他資料，請瀏覽網址：www.hkt.com。    

LinkedIn：linkedin.com/company/hkt  

 
香港電訊有限公司是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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