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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即時發放]  

設計營商周「BODW 城區活動」 

16 主要伙伴場地創意節 4 公眾社區教育項目 100+衛星活動 

感受不同城區之創意魅力

 

 

（2019 年 11 月 29 日，香港）為加強公眾體驗和欣賞好設計，香港設計中心自去

年推出「BODW 城區活動」，鼓勵本土創意社群與不同社區團體、企業及品牌合

作，為香港帶來更多別開生面的設計活動，令創意氛圍植根社區。今年「BODW

城區活動」再接再勵，連繫 100 多個創意單位及各大企業、機構、學院、設計師

及學生等，由 11 月起至明年首季度舉辦各項精彩活動，帶領公眾感受不同城區

之創意魅力。 

 

香港七大城區 共 16 個主要伙伴場地展現城區創意魅力 

「BODW 城區活動」今年在七大城區，分別為灣仔、深水埗、荃灣、火炭、土瓜

灣、北角及柴灣等，聯同 16 個主要伙伴場地，在各大自家據點舉行富有當區特

色主題的創意活動，並以灣仔及深水埗區為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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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設計」@ 灣仔   英式設計與亞洲創意相輝映 

今年「BODW 城區活動」於中西交匯的灣仔區有四個主要伙伴場地，分別為二級

歷史建築的茂蘿街 7 號、星街小區、富德樓及藍屋，並以英國、亞洲及本地創意

為主軸，為公眾帶來芸芸「好！設計」。 

 

英國國際貿易部將會在茂蘿街 7 號以一系列展覽及設計裝置，展示來自英倫及北

愛爾蘭的豐沛設計力。公眾可試坐 Eco Garden 智能環保公共傢俬及欣賞 COLLATE 

HONG KONG 數碼展覽。同期香港設計中心的「設計光譜」項目亦開展今年度第

3 場展覽「叁活——設計工藝式」，展示亞洲的設計工藝和美學，探討設計和工

藝如何連結人、生活及社群。  

 

在星街小區這個鬧市綠洲，「BODW 城區活動」得到太古地產支持作為該區創意

倡導，並由白做研究所牽頭，聯同附近店鋪，為公眾帶來「白做，來點黑色幽默

吧──David Shrigley」。通過黑色幽默導賞團、創意分享會及蘇格蘭藝術家 David 

Shrigley（大衛．史瑞格里）穿插在社區大街小巷的設計作品及吹氣裝置，將星街

小區打造成小型戶外設計展館，以地道英式惡攪幽默為都市人打氣。 

 

坐落於鬧市之中的富德樓，一直都是孕育不同創作人及文化團體的基地。由艺鵠

牽頭聯同十多個創意及文化單位帶來的「隨意門」富德樓文化節，邀請公眾打開

看似平平無奇卻又像「隨意門」般的唐樓閘門，入內欣賞本地設計師的作品展、

參與文化吹水會、導賞團及音樂夜等，親身體驗屬於香港的創造力。藍屋則舉行 

「WE 嘩藍屋」開放日，邀請公眾一同體驗石水渠小社區生活，通過藍屋沙龍照、

街坊手作工作坊等，加強社區聯繫及引發參與者的設計思維！ 

  

「深水埗再想像」@ 深水埗 

近年，深水埗區吸引不少年輕創作人及設計師進駐。位於基隆街的 foreforehead 

連同 11 位本地藝術家及設計師以黃竹街後巷作為白立方展覽場的「街招日常」

展覽，以隨處可見的街招，透視區內的生活形態及展示民生美學。位於荔枝角道

的 Wontonmeen 聯繫區內街坊、創意單位及團體，建立「內城店舖與它們的所在」

數碼指南，記錄深水埗的文化及生活點滴，讓區外人可深入窺探這個舊區；此外

更安排「街坊傾偈會」維繫小社區人情，及舉辦「走進深水埗」導賞團及紙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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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與手打絲棉被工作坊予公眾參與。位於長沙灣順寧道的 TEA HUB 則舉行感觀

體驗創作及導賞團等一系列活動，以及以區內傳統手藝及工藝人雙手為主角的

「守藝」展覽等，讓公眾可從不同的角度欣賞長沙灣新舊交融的美。緊接其後的

亦有 D2 Place 及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的大型創意市集及文藝活動陸續登場，精彩

節目源源不絕！     

 

驚喜活動不絕 連繫其他五大城區  

除了上述於灣仔區及深水埗區所舉辦的活動之外，其他城區的精彩節目亦不容錯

過！位於本港主要輕工業區——火炭區的伙食工業，將舉辦不同之本土設計活動，

當中包括「李漢港楷」系列的展覽、故事分享及工作坊等。同時凝聚了當區駐紮

的創意團體及藝術家——香港青少年服務處一微^_^米網上青年支援隊及電影專

業美術指導莫少宗教授青少年製作影片，培育新生代並激發他們的創意及潛能。 

 

位於牛棚的「土炮遊樂場」是一個開放的創意玩樂空間，它們把區内的工業及家

居廢料轉化成饒富玩味的創作。活動期間更會發佈「瓜紙」——記錄區內的傳統

工藝及老店故事，促進社區共融及激盪創意。而位於北角的油街實現將會舉行一

個探索人和空間相互關係的互動裝置展覽——「動力築影」。位於柴灣的青年廣

場 Y 旅舍將會舉行「Garden of the Artisan 藝術節」，雲集超過 60 位來自本地及世

界各地的青年藝術家、藝術團體及學生，將會展出不同類型的藝術作品，歡迎公

眾到場觀賞及感受文化氣息。（更多城區活動請見附件一）  

  

公眾社區教育項目  

除了上述主要伙伴場地在自家據點舉辦的設計活動外，香港設計中心亦聯合不同

單位舉辦一系列適合不同階層及年齡參與的工作坊。由位於深水埗藝文空間

openground 舉辦的「#CITY」活動，透過工作坊、街頭展覽及講座，以經常在社交

媒體出現的搜尋方法「#」作為探索方式，嘗試把具相似特色的事物連結，從而

體會在地文化累積的各種成果，共創另類路標系統。啟民創社希望大眾「學老」，

用新穎方法讓參與者一起變老，明白老年人需要及如何利用以人為本設計改善社

會問題；美國建築師學會香港分會，聯同香港建築師學會及英國建築師協會（香

港）合辦「智能城市」系列，以重塑香港公共收費電話亭之可造性、延續性及如

何結合創意、科技、城市規劃等多方面元素的設計比賽，刺激城區設計思維。SOSO 

Enterprise 伙拍昊視聽實驗室舉行「設計。形式節」，深入探討不同形式表演和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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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設計，透過一連串的活動以展示設計思維和不同設計領域如何影響人與人的關

係及改善社會生活。（更多公眾社區教育項目詳程請見附件二）   

 

創意訊息源源不絕 100+衛星活動覆蓋全香港  

「BODW 城區活動」亦伙拍商業設計團隊、品牌、學術機構及外國領事館等，帶

來逾 100 項衛星活動。活動內容包羅萬有，包括玩味設計裝置、大型創意市集、

工作坊及展覽等，讓不同年齡階層的人士參與，體驗設計有趣之處，啟發創新思

維。                                           

  

衛星活動推介：（更多衛星活動請見附件三） 

 「設計 #香港地」——以本土動漫及流行文化為設計元素，在電車、電車

站，甚至維多利亞公園進行創作，將銅鑼灣轉化為大型「玩樂空間」。其

中亮點不可不提由英國倫敦設計師 Camille Walala 及香港創意團隊 Hattrick 

Creative，以英國流行文化聯乘本土創意，合力將維多利亞公園變成一個具

視覺衝擊、趣味盎然的大型「英國莊園」設計裝置，為香港的城市綠洲注

入驚喜，打破公眾對公共空間的固有印象，發揮空間的無限可能。 

 「SWED Talk：設計出可持續發展的未來」——瑞典在創新性和可持續性

範疇一直處於領先地位。在 SWED Talk，與會人士將探討如何以設計創造

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英基香港青年創意節 2019 ——匯聚一眾業內人士，與高中同學互動分享

設計的心路歷程和實踐技巧。活動以培養終身學習為主軸，協助同學建立

對本地設計、營商和藝術的概念。 

 速寫筆下 × 相機鏡下的灣仔——由創意藝術團體速寫香港帶領參加者到

灣仔眾多地區，速寫當下的景色，以速繪方式及相機鏡頭來欣賞灣仔每個

角落。 

 鄰里關係研究所——由多個本地組織聯合舉辨，通過一系列「鄰里步行」

拜訪一些老店、小販攤位、新店、藝術畫廊等等，讓公眾了解更多地區的

變化。 

 未來行業的圍裙——由位於深水埗聯昌皮號舉辦的展覽，透過展出 100 條

皮革圍裙，展現皮革圍裙對業務的影響力，以及個性化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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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台市集——由位於上環的貘記，召集 10 個本地小店及品牌為大家帶來

一系列特色商品，包括甜品、飾物、陶瓷及古道具等。 

 

解鎖城區驚喜  盡享超過三十個店鋪優惠 

「BODW 城區活動」聯同「李伯伯街頭書法復修計劃」和「美樂照相館」推出特

別企劃「解鎖城區驚喜」。以地區名稱為題材，配合舊式招牌字體及廣東話「食

字」的玩味設計，創作出一系列八款懷舊磅重機別注版「城區小咭」，讓大家可

以重溫昔日小玩意之餘，更有機會取得超過 30 間「BODW 城區活動」伙伴商店

的不同優惠或禮品！ 

 

「BODW 城區活動」遍及全年，連繫靈感，將創意能量散發到城中多個角落，紮

根社區，提升大家的設計思維及創意。如有興趣深入了解「BODW 城區活動」，

公眾現只需登入以下官方網站，即可隨時隨地，自主發掘各區驚喜!  

「BODW 城區活動」網站： www.bodwcityprog.com   

官方 Facebook ： https://www.facebook.com/bodwcityprogramme   

官方 Instagram： https://www.instagram.com/bodw.cityprog   

 

- 完 - 

 

 

 

 

 

 

 

 

 

 

 

 

http://www.bodwcityprog.com/
https://www.instagram.com/bodw.citypr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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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BODW 城區活動  

「BODW 城區活動」是一個創意商業及社群的起動計劃，項目通過三個不同類別

的協作平台: 「主要伙伴場地創意節」、「公眾社區教育項目」和「衛星活動及

優惠」等，促進創意社群、商業及社區機構之間的認識、互助、協調、配對、連

結、共創及結盟；起動及連繫全城各界創意單位、增加不同年齡公眾與設計的互

動、促進商業與本地設計品牌的合作、優化公共空間，讓靈感與設計紮根社區，

共同締造香港創意生態。 

 

「BODW 城區活動」遍及全年，作為「設計營商周」(BODW)的伸延，尤以 11 至

12 月為活動高峰。此項目由香港設計中心於 2018 年首辦，主要贊助機構為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意香港。  

 

關於香港設計中心 

香港設計中心為於 2001 年成立的非政府機構，擔當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策略

伙伴，以推動香港成為亞洲區內享譽國際的設計之都為目標。公共使命是推動社

會更廣泛和具策略性地運用設計及設計思維，為業界創造價值及改善社會福祉，

旨 在 推 動 香 港 成 為 亞 洲 區 內 的 國 際 設 計 中 心 。 查 詢 詳 情 ， 請 瀏 覽

www.hkdesigncentre.org。 

 

關於「創意香港」 

「創意香港」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 2009 年 6 月成立的單位，隸屬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通訊及創意產業科，專責推動香港創意產業的發展。現時的策略重點為

培育人才及促進初創企業的發展、開拓市場，以及推動香港成為亞洲創意之都，

並在社會營造創意氛圍。「創意香港」連續多年贊助香港設計中心舉辦設計營商

周、BODW 城區活動，以及其他項目，以推廣香港設計。「創意香港」網頁：

www.createhk.gov.hk。  

 

新聞稿由 The Sparkling Code 代為發放。如有查詢，請聯絡:  

Ivy Chau 電話: 9805 0437 電郵: ivy@sparkcode.com   

Jeff Man 電話: 9096 3411 電郵: jeff@sparkcode.com  

 

香港設計中心 Hong Kong Design Centre 

Mandy Ng 電話: 6236 6977 電郵: mandy.ng@hkdesigncertre.org  

http://www.hkdesigncentre.org/
http://www.createhk.gov.hk/
mailto:ivy@sparkcode.com
mailto:jeff@sparkcode.com
mailto:mandy.ng@hkdesigncertr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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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七大城區創意節活動一覽 

灣仔區 

主要伙伴場地：茂蘿街 7 號 

主題：Design is Great! 

 

英國的創意產業影響全球，她不僅以博物館、畫廊、文化遺產及歷史遺跡而聞名於世，更擁有

充滿活力和豐富多樣的設計文化。英國國際貿易部將會在茂蘿街 7 號通過一系列數碼作品及

設計裝置，顯示出英國豐沛的設計力。同期香港設計中心的「設計光譜」亦會帶來今年度第 3

場展覽。參觀人士可透過一連串矚目的創意活動，了解設計及設計思維如何影響未來的生活、

工作、娛樂和學習方式。 

創意節活動詳情 活動屬性 

Eco Garden 智能環保公共傢俱設計展 

日期：26/11/2019 – 11/12/2019 

時間：11:00am – 8:00pm 

地點：茂蘿街 7 號地下公眾休憩空間 

展覽/設計裝置 

「COLLATE HONG KONG」數碼展覽 

日期：30/11/2019 – 8/12/2019 

時間：11:00am – 8:00pm 

地點：茂蘿街 7 號 2 樓 

展覽/設計裝置 

特別放映會：展示 Wind & Foster「THIS IS WAN CHAI」製作特

輯、Alex Chinneck Studio「Melting, Bending and Breaking the Rules

」及其他精彩片段 

日期：30/11/2019 – 8/12/2019 

時間：5:00pm – 8:00pm（影片循環播放） 

地點：茂蘿街 7 號地下公眾休憩空間 

其他 

叁活——設計工藝式 

日期：2/12/2019 – 19/1/2020 

時間：10:00am – 7:00pm 

地點：茂蘿街 7 號 3 樓 

展覽/設計裝置  

展示本地年青設計力量 

日期：2/12/2019 – 7/2/2020 

時間：10:00am – 8:00pm 

地點：茂蘿街 7 號地下 7 室 

展覽/設計裝置 

公眾設計工作坊（需預約報名） 

日期：14/12/2019 

時間：10:30am – 1:00pm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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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茂蘿街 7 號 3 樓 

公眾導賞團（需預約報名） 

日期：15/12/2019, 28/12/2019, 11/1/2020, 18/1/2020 

時間：11:00am – 12:00nn 

地點：茂蘿街 7 號 

導賞團 

IDK 設計思維工作坊（需預約報名） 

日期：21/12/2019 

時間：10:00am – 1:00pm 

地點：茂蘿街 7 號地下公眾休憩空間 

工作坊 

親子工作坊（需預約報名） 

日期：5/1/2020 

時間：10:30pm – 12:30pm 

地點：茂蘿街 7 號 3 樓 

工作坊 

公眾放映會（需預約報名） 

日期：10/1/2020 

時間：7:00pm – 9:00pm 

地點：茂蘿街 7 號地下公眾休憩空間 

其他 

 

 

灣仔區 

主要伙伴場地：白做研究所｜灣仔日街 1 號 B 舖          

主題：白做，來點黑色幽默吧 — David Shrigley 

創意倡導：太古地產 

 

生活總不會事事如意，壓力有時；空虛有時；繃緊有時。可是，只要在城市街角遇上一點靈光，

碰見有趣的創作，潛藏心裡的頑童靈魂便會甦醒，人也不自覺的放聲大笑；生活再多光怪陸

離，我們仍然可以用笑容面對。 

 

David Shrigley 的惡攪幽默最適合為都市人打氣。不用有特強理解能力，亦毋須任何藝術根底，

David Shrigley 誇張怪奇的畫作和文字總會令你捧腹；他的塗鴉總會令你佩服他那極其無聊又

放縱，將生活大小事都嬉笑怒罵的態度。 

白做研究所希望透過穿插在灣仔星街小區中的 David Shrigley 式幽默設計，以及舉辦社區導賞

團、設計分享講座及首次在港的產品展，讓設計愛好者及公眾人士均可以大笑，讓繃緊的神經

再次放鬆，治癒香港都市人的無奈。 

創意節活動詳情 活動屬性 

灣仔星街黑色幽默補給站 — David Shrigley 街頭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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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30/11/2019 – 10/1/2020 

地點：星街小區內眾多店舖 

1. APT. Coffee 

2. Blend & Grind 

3. 中國香港美術學院 

4. HK 2Stroke 

5. 浪浪抱抱 

6. 五月木旅游 

「白做，來一點黑色幽默」產品展 

日期：30/11/2019 – 10/1/2020（星期二至日） 

時間：1:00pm – 8:00pm 

地點：白做研究所 

創意市集 

黑色幽默開幕活動@White Do 

日期：7/12/2019 

時間：4:00pm  

地點：白做研究所 

開幕活動 

「黑色幽默」導賞團 

日期：30/11/2019, 1/12/2019, 7/12/2019, 8/12/2019 

時間：1:00pm – 2:00pm 

地點：星區小區 

導賞團 

黑色幽默分享座談會——David Shrigley 

日期：7/12/2019, 8/12/2019 

時間：2:00pm – 3:00pm 

地點：星區小區 

分享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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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區 

主要伙伴場地：富德樓｜灣仔軒尼詩道 365-367 號 

主題：隨意門 ── 富德樓文化節 

 

富德樓坐落於鬧市之中，十多年來一直都是孕育不同創作人及文化團體的基地。在香港寸金尺

之地，富德樓為許多嶄露鋒芒的文化組織提供了一個喘息的地方，讓他們盡情發揮創意和想像

力。在這棟看似古舊和普通的唐樓內，進駐了十多個創意及文化單位。每扇平平無奇的唐樓閘

門後，往往是無限的創意和可能性。今年，艺鵠誠邀好奇的各位跨越這扇「隨意門」，親眼看

看屬於香港的創造力。 

創意節活動詳情 活動屬性 

「在此路過」——何幸兒作品展 

日期：3/2020 

時間：12:00nn – 7:00pm 

地點：艺鵠書店 富德樓 14 樓 

展覽/設計裝置 

「沉積暗湧」——文美桃個人展覽 

日期：3/2020 

時間：1:00pm – 8:00pm 

地點：艺鵠藝術空間 富德樓 6 樓  

展覽/設計裝置 

導賞團（需預約報名） 

日期：3/2020 

時間：12:00nn – 1:30pm 

地點：富德樓内不同樓層 

導賞團 

富德吹水會（富德文化單位對談） 

日期：3/2020 

時間：2:00pm – 4:00pm, 5:00pm – 7:00pm 

地點：富德樓 8 樓 

分享會/討論 

富德開放工作室 

日期：3/2020 

時間：12:00nn – 7:00pm 

地點：富德樓内不同樓層及艺鵠書店 

開放日 

富德音樂夜 

日期：3/2020 

時間：8:00pm – 10:00pm 

地點：富德樓天台 

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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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區 

主要伙伴場地：藍屋建築群｜灣仔石水渠街 72 號至 74A 號 

主題： We 嘩藍屋開放日 

 

「WE 嘩藍屋」藍屋建築群活化計劃為香港首個「留屋留人」的歷史建築保育計劃，矢志成為

以人為本的保育及活化示範，豐富群眾的人力資本，推動建立包容的公民社會。計劃透過保育

歷史建築及推動四個主要項目，延續唐樓對多元用途的包容性，鼓勵社區參與及互助。 

 

「WE 嘩藍屋」將於年底舉辦開放日，讓大家一同參與小社區生活。參加者於活動當天可按時

間自由設計體驗路線。精彩活動包括：石水渠小社區導賞、藍屋建築群導賞、藍屋沙龍照、街

坊手作工作坊等，而晚上更有黃昏音樂會及小社區聖誕燈飾亮燈！  

創意節活動詳情 活動屬性 

小社區導賞（需預約報名） 

日期：14/12/2019 

地點：藍屋建築群及石水渠小社區一帶 

導賞團 

黃昏音樂會 

日期：14/12/2019 

地點：藍屋建築群 

表演 

街坊手作工作坊 

日期：14/12/2019 

地點：藍屋建築群 

工作坊 

藍屋沙龍照 

日期：14/12/2019 

地點：藍屋建築群 

其他 

小社區聖誕燈飾亮燈 

日期：14/12/2019 

地點：石水渠小社區一帶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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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區 

主要伙伴場地：foreforehead｜深水埗基隆街 132B 閣樓 

主題：深水埗「街招日常」 

 

街招是深水埗區內重要的溝通媒體，因為深水埗的居民多為基層人士和長者等，都較少以互聯

網尋找資訊，另一方面，若他們要發佈資訊，也難以支付宣傳及中介費用，於是便會採用最直

接和便宜的方法——張貼街招。在這個視點被數碼廣告掌控的年代，深水埗的街招文化如何透

視區內的生活形態？又如何展示最貼近民生的美學？foreforehead 期望透過是次以「深水埗街

招」為主題的展覽及一系列活動，讓大家可以欣賞這個在別區未必觸及得到，屬於深水埗獨有

的風景，以另一個角度觀察這個多元有趣的社區。 

創意節活動詳情 活動屬性 

街招設計工作坊（需預約報名） 

日期：30/11/2019 

時間：11:00am – 1:00pm 

地點：foreforehead  

工作坊 

深水埗「街招日常」展覽 

日期：23/11/2019 – 1/12/2019（星期三至日）                                                                    

時間：3:00pm – 7:00pm  

地點：foreforehead 

展覽/設計裝置 

巷仔街招展 

日期：23/11/2019 – 8/12/2019 

地點：foreforehead 附近小巷 

街頭展覽 

深水埗「街招日常」展覽及巷仔街招展開幕 

日期：23/11/2019 

時間：2:00pm – 6:00pm 

地點：foreforehead 

開幕活動 

尋找隱藏版之深水埗（需預約報名） 

日期：1/12/2019 

時間：11:00am – 1:00pm 

地點：深水埗隱藏地點 

導賞團 

 

  



 

13 
 

深水埗區 

主要伙伴場地：Wontonmeen｜荔枝角道 135 號 

主題：內城憶記。深水埗 

 

深水埗也許是香港最富有的地方——不在於它的金錢財富，而是當中的歷史、文化、社交網

絡、慈善活動、生活故事以至街頭創意…… 

 

Wontonmeen 矢志以與街坊合作的方式，記錄深水埗人的生活點滴，在消逝無情的時間縫隙中，

為內城地區盡力留下憶記。  

創意節活動詳情 活動屬性 

街坊傾偈會 

日期：12/2019 

地點：深水埗核心區域 

工作坊 

映見各地社區：《自己地球自己救》 

日期：28/11/2019  

時間：6:00pm - 9:00pm 

地點：綠在深水埗 

其他 

內城店舖與它們的所在  

發佈日期：30/11/2019 

地點：Wontonmeen 

其他 

「新」水埗：記創意工業的進駐 

日期：1/12/2019 

時間：3:00pm – 6:00pm 

地點：PHYLO HATCH 

分享會/討論 

走進深水埗：導賞團 (I) & (II)（需預約報名） 

日期：7/12/2019, 8/12/2019 

時間：2:30pm – 6:30pm   

地點：深水埗核心區域 

導賞團 

手打絲棉工作坊（需預約報名） 

日期：7/12/2019 

時間：11:00am – 1:30pm 

地點：協義興繡莊  

工作坊 

紙紮工藝工作坊（需預約報名） 

日期：8/12/2019 

時間：10:00am – 1:00pm 

地點：寶華扎作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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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埗音樂分享會：記黑膠唱片史 

日期：8/12/2019 

時間：7:00pm - 10:00pm 

地點：BOUND by Hillywood 

分享會/討論 

 

 

深水埗區 

主要伙伴場地：TEA HUB｜長沙灣順寧道 439 號 

主題：A Little Breathing Festival 

 

長沙灣是以鄰舍為主的小社區。這裡沒有一鳴驚人的強烈個性，卻有傳統製餅配方和造麵技術

的小店，你甚至可以在這裡找到所剩無幾的活字印刷店。 

 

是次創意節由區內一間以茶為題的小空間—— TEA HUB 起動。除了導賞團外，TEA HUB 期

望透過相片展覽及感觀體驗創作等一系列活動，讓參加者從不同的角度欣賞長沙灣新舊交融

的美。 

創意節活動詳情 活動屬性 

「守藝」系列   

日期：30/11/2019 – 15/2/2020 

時間：星期二至四 12:00nn – 8:00pm 

      星期五 12:00nn – 9:00pm 

      星期六至日 11:00am – 9:00pm  

地點：TEA HUB 

展覽/設計裝置 

長沙灣導賞團（需預約報名） 

日期：30/11/2019, 18/1/2020 

時間：3:30pm – 5:00pm 

地點：長沙灣區內不同地點 

導賞團 

閉幕派對  

日期：15/2/2020 

地點：TEA HUB 

開幕活動 

感觀體驗創作工作坊（需預約報名） 

日期：7/12/2019 

時間：5:00pm – 6:30pm 

地點：TEA HUB 

工作坊 

音樂之夜 

日期：29/2/2020 
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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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6:30pm – 9:00pm 

地點：TEA HUB 

英式茶包創作工作坊（需預約報名） 

日期：8/2/2020 

地點：TEA HUB 

工作坊 

 

 

深水埗區 

主要伙伴場地：D2 Place 

主題：Gala Galaxy 

 

今個冬天，D2 Place 將呈獻「Gala Galaxy」聖誕主題活動。在漫雪紛飛的天台花園上大家可以

搭乘 Doggi Doggi 太空船遊歷七彩銀河，以及與聖誕 Doggi Doggi 雪人和巨型 7 仔聖誕樹合影！

而 The Garage 將化身「Sing Hohoho 穿梭館」，多個得意聖誕霓虹燈飾與大家慶祝聖誕！此外，

一眾得意可愛的 Sanrio Characters 亦會來到 D2 Place 一齊過聖誕！除了期間限定的快閃店之外，

還有一連八日的主題創意手作市集帶來多個出色本地工藝品牌！ 

創意節活動詳情 活動屬性 

Doggi Doggi Galaxy 

日期：28/11/2019 – 5/1/2020（星期二至五） 

時間：12:00nn – 9:00pm 

飄雪 

日期：23/12/2019 – 1/1/2020（星期六至日） 

時間：3:00pm–8:30pm 

地點：D2 Place 一期天台花園 

展覽/設計裝置 

Sing Hohoho 穿梭館 

日期：28/11/2019 – 5/1/2020  

     （逢星期一休息，除 23/12/2019 及 30/12/2019 外） 

時間：12:00nn – 9:00pm 

地點：D2 Place 二期地下 THE GARAGE 

展覽/設計裝置 

D2 Place X SANRIO CHARACTERS 限定店 

日期：1/11/2019 – 1/1/2020 

時間：12:00nn – 9:00pm 

地點：D2 Place 二期 2 樓 216B-217 號舖 

其他 

D2 Place X SANRIO CHARACTERS 聖誕手作市集 

日期：23/12/2019  

時間：2:00pm – 8:00pm 

創意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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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4/12/2019– 1/1/2020 

時間：1:00pm – 8: 00pm 

地點：D2 Place 一期 2 樓 The SPACE 

 

 

深水埗區 

主要伙伴場地：JCCAC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石硤尾白田街 30 號 

主題：JCCAC 手作市集 

 

手作可見生活文化，市集貼近城市本質。JCCAC 手作市集每季度舉辦一次，為香港和鄰近 

亞洲城市的百多位手作達人提供平台展示及銷售自家創作。為期兩天的市集不但是城中手 

作人和藝文愛好者的聚腳點，更是一家大細必到的活動。適逢 JCCAC 藝術節 2019，市集期 

間少不了一連串免費藝文活動，包括開放工作室、導賞團、藝術示範、公共空間展覽、露 

天電影會和音樂表演等，讓大家逛市集、尋寶之外，也能接觸更多香港「在地」藝術文化。 

創意節活動詳情 活動屬性 

JCCAC 手作市集 

日期：30/11/2019 – 1/12/2019 

時間：1:00pm – 7:00pm 

地點：JCCAC 中央庭園、L0 及 L1 藝廊、賽馬會黑盒劇場 

創意市集 

HKRRFM 免費市集 

日期：30/11/2019 – 1/12/2019 

時間：1:00pm – 6:00pm 

地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天台 

創意市集 

演出及展覽 

日期：30/11/2019 – 1/12/2019 

時間：10:00am – 10:00pm 

地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內不同地點 

展覽/設計裝置 

工作室導賞團（需預約報名） 

日期：30/11/2019 – 1/12/2019 

時間：3:00pm – 4:00pm 

集合地點：L1 中央庭園接待處 

導賞團 

開放工作室 

日期：30/11/2019 – 1/12/2019 

時間：1:00pm – 7:00pm 

地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所有樓層 

開放工作室 

藝術示範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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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30/11/2019 

時間：2:30pm – 5:00pm 

日期：1/12/2019 

時間：2:00pm – 3:30pm 

地點：L2 Terrace 平台 

JCCAC x MOViE MOViE  

ROOFTOP CINEMA 露天電影會：Wood Job!《戀上春樹》 

（需預約報名） 

日期：30/11/2019 

時間：7:30pm – 10:00pm 

地點：Roof Terrace 天台 

*設有映後座談會 

其他 

獨立音樂放送 

日期：1/12/2019 

時間：4:30pm – 6:00pm 

地點：L2 Terrace 平台 

表演 

 

 

荃灣區 

主要伙伴場地：賞想｜青年空間 

主題：滾動荃灣 

 

賞想一直致力推廣香港文創手作品牌，不但集結了香港數百位文創設計師，更積極加強他們與

社區聯繫，讓更多人認識他們，同時提高市民對文創界的認識。 

 

去年，賞想在荃灣開設了新據點，期間得到不少區內居民的支持。為了回饋社區，賞想特意策

劃了「滾動荃灣」這一個以設計文創元素起動及活化社區的項目。除了推廣區內不同的文創地

標外，賞想同期亦會舉行一連串導賞團、工作坊以及分享會。 

創意節活動詳情 活動屬性 

「滾動荃灣」打卡活動 

日期：16/11/2019 - 14/12/2019  

地點：荃灣區内 8 個地標 

 香港青年協會荃灣青年空間  

 香港青年協會荃景青年空間 

 南豐紗廠 

 光板田村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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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棟屋博物館 

 荃灣多層停車場大廈，荃灣區議會旁壁畫 

 往路德圍天橋樓梯的塗鴉，恒生銀行旁邊 

 救世軍荃灣家品店外牆的貓塗鴉 

體驗工作坊及分享：「皮革水蓋匙扣工作坊」（需預約報名） 

日期：7/12/2019 

時間：1:00pm – 2:30pm, 3:30pm – 5:00pm 

地址：香港青年協會荃灣青年空間 

工作坊 

體驗工作坊及分享：「牛仔布匙扣工作坊」（需預約報名） 

日期：14/12/2019 

時間：1:00pm – 2:30pm, 3:30pm – 5:00pm 

地址：香港青年協會荃灣青年空間 

工作坊 

「滾動荃灣」導賞團（需預約報名） 

日期：7/12/2019 

時間：1:30pm – 3:30pm, 3:00pm – 5:00pm 

集合地點：香港青年協會荃灣青年空間 

導賞團 

 

 

荃灣區 

主要伙伴場地：南豐紗廠 | 荃灣白田壩街 45 號 

主題：CHAT 六廠冬季項目 2019 

 

CHAT 六廠（六廠紡織文化藝術館）誠意推出 2019 冬季項目新一系列的精彩活動，包括「須

藤玲子︰“布”之作業」藝術展覽，以及「紡織步調：遊走於工場與展場之間」研討會等，繼

續與公眾共同創作交織體驗！ 

創意節活動詳情 活動屬性 

開幕酒會（需預約報名） 

日期：23/11/2019 

時間：2:00pm 開始 

地點：南豐紗廠紗廠坊 

開幕活動 

開放工作室：棉花夢 

日期：24/11/2019 – 16/12/2019（星期二除外） 

時間：11:00am – 7:00pm 

地點：CHAT 實驗室 

開放工作室 

須藤玲子：“布”之作業（需預約報名） 

日期：24/11/2019 – 23/2/2020（星期二除外） 
展覽/設計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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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1:00am – 7:00pm 

地點：六廠紡織文化藝術館 

編、織、縫！人人縫紉馬拉松 

日期：30/11/2019 – 8/12/2019 

時間：12:00nn – 4:30pm  

地點：南豐紗廠紗廠坊 

其他 

與藝術家聊天（需預約報名） 

日期：7/12/2019 

時間：11:10am – 12:10pm 

地點：南豐作坊中庭 

分享會/討論 

紡織步調：遊走於工場與展場之間（需預約報名） 

日期：7/12/2019, 8/12/2019 

時間：10:30am - 5:00pm 

地點：南豐作坊中庭 

分享會/討論 

開放工作室︰迷你鯉魚旗 

日期：12/12/2019 – 20/2/2020 （逢星期四）  

時間：1:00pm – 1:45pm （共 3 節，每節 45 分鐘） 

      2:00pm – 2:45pm 

      3:00pm – 3:45pm 

地點：六廠紡織文化藝術館陳廷驊基金會展廳 

開放工作室 

微觀織物：認識梭織物意匠圖（需預約報名） 

日期：11/1/2020, 15/2/2020 

時間：2:30pm – 3:30pm 

地點：六廠紡織文化藝術館客廳 

工作坊 

 

 

荃灣區 

主要伙伴場地：如心廣場一期｜荃灣楊屋道 8 號 

主題：光藝共享 

 

這個聖誕及新年，以閃爍光影及藝術啟迪交織而成的「光藝共享」盛事，開拓新視野。 

注入華懋集團可持續發展的信念，令這個橫跨三個月的「光藝共享」繽紛盛事，突顯翠綠 

螢彩。 

 

盡情投入「光藝共享」環節： 

• 珍惜 │ 燈泡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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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式 │ 藝術起動 

• 燈飾 │ 歡度聖誕 

• 知識 │ 推動環保 

創意節活動詳情 活動屬性 

珍惜│燈泡回收 

日期：10/2019 – 12/2019 

地點：華懋集團旗下物業項目、酒店及商場 

其他 

升式│藝術起動 

日期：12/2019 – 1/2020 

地點：如心廣場一期 

展覽/設計裝置 

燈飾│歡度聖誕 

日期：12/2019 

地點：如心廣場一期 

展覽/設計裝置 

知識│推動環保 

日期：12/2019  

地點：如心廣場一期 

分享會/討論 

 

 

北角區 

主要伙伴場地：油街實現｜北角油街 12 號 

主題：動力築影 

 

由建築師李國欣及矢野豐創作，「動力築影」探索人和空間相互關係的互動裝置。它的靈感

來自詰問人類世於塑造環境所引伸的結果和責任。 

  

透過座椅上的人物追蹤鏡頭，觀眾可與作品進行互動。座椅以三種瀕危的動物包括中華白海

豚、綠海龜和黑臉琵鷺來造型，對應動物的數目，當感應器同時感應到三位觀眾，裝置的頂篷

便會開合回應。裝置亦會隨著風和陽光等現場環境變化作出回應，頂篷或收起作自我保護，或

張開以提供遮蔭。 

創意節活動詳情 活動屬性 

動力築影 

日期：22/6/2019 – 5/1/2020  

時間：星期一  2:00pm – 8:00pm, 星期二至日 10:00am – 8:00pm 

地點：油街實現戶外空間 

展覽/設計裝置 

導賞團 

時間：星期一  4:45pm / 6:30pm  

導賞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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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至日 2:30pm / 4:45pm / 6:30pm 

地點：油街實現入口 

舞蹈演出及工作坊 (不加鎖舞踊館) (2 節) 

日期：11/10/2019, 30/11/2019 

時間：1:00pm 

地點：油街實現戶外空間 

表演 

 

 

柴灣區 

主要伙伴場地：青年廣場 Y 旅舍｜柴灣柴灣道 238 號 12 至 14 樓 

主題：Garden of the Artisans 藝術節 2019 

 

青年廣場一向鼓勵藝術創作，致力促進國際青年交流。明年為青年廣場成立十周年，並將會

舉辦一連串慶祝活動，打響頭炮的是「Garden of the Artisans 藝術節」。此藝術節於今年 12 月

6 日至 8 日（星期五至日）舉辦，將雲集超過 60 位來自本地及世界各地的青年藝術家、藝術

團體以及各大專院校的藝術系學生，於 Y 旅舍的客房空間內展出不同類型的藝術作品，並即

場與參與人士作交流互動。 

今年主題為「珍愛地球」。有鑑於地球正面臨嚴重的生態危機，今年活動期望能聚集關注全球

環境問題的本地及外地藝術家，以各種形式的藝術創作宣揚如何「珍惜」及「愛護」地球。  

創意節活動詳情 活動屬性 

Garden of the Artisans 藝術節 2019 導賞團 (廣東話) 

日期：7/12/2019, 8/12/2019 

時間：1:00pm, 3:00pm, 4:00pm, 5:00pm 

地點：青年廣場 12 樓活動接待處 

導賞團 

草地音樂會 

日期：7/12/2019 – 8/12/2019 

地點：青年廣場 12 樓 Y 旅舍草地空間 

表演 

「印・藝・廊」展覽及活字畫工作坊 

日期：7/12/2019 

時間：2:00pm – 4:00pm 

地點：青年廣場 5 樓展覽區 

工作坊 

藝術工作坊 

日期：7/12/2019 , 8/12/2019 

集合地點：青年廣場 12 樓活動接待處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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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瓜灣區 

主要伙伴場地：土炮遊樂場｜土瓜灣馬頭角道 63 號牛棚藝術村 10 號 

主題：歲月拍紙機之慢活牛棚 

 

「土炮遊樂場」是一個開放的創意玩樂空間，提供發揮創造力的環境和思考空間。 

 

「土炮遊樂場」與創意工作者一起探索如何以「玩」介入社區，並結合街坊的手藝技能，互

相激盪創意，把區內的工業和家居廢料轉化富玩味的創作，拓闊對遊樂設施和公共空間的想

像，並締造互信互助的共融社區空間。 

創意節活動詳情 活動屬性 

傳奇人物訪問工作坊 

日期：13/12/2019 

時間：10:00am – 6:00pm（共兩堂，需連續上兩堂） 

地點：土炮遊樂場 

工作坊 

時光導賞 

日期：21/12/2019, 22/12/2019 

時間：10:00am– 11:00am 

      11:00am – 12:00nn 

地點：土炮遊樂場 

導賞團 

牛遊藝墟前哨 

日期：1/12/2019 

時間：2:00pm - 5:00pm 

地點：土炮遊樂場 

工作坊 

牛遊藝墟 

日期：7/12/2019, 8/12/2019 

時間：12:00nn - 5:00pm 

地點：土炮遊樂場 

創意市集 

瓜紙發佈！ 

日期：7/12/2019 

時間：3:00pm – 4:00pm 

地點：土炮遊樂場 

其他 

傳統工藝工作坊 

日期：21/12/2019, 22/12/2019 

時間：4:00pm – 6:00pm  

地點：土炮遊樂場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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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炭區 

主要伙伴場地：伙食工業｜火炭坳背灣街 57 號 

主題：時光漫步 

 

火炭，在其自身作為輕工業區的發展過程中，遇上了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同學的進駐。這個

獨特的契機慢慢地將火炭變成一個設計及藝術社區，其舊式工業大廈中隱藏著不少創意達人

的蹤跡，吸引了不少本地及海外旅客特地拜訪，為當區經濟注入活力，讓火炭一度以「創

意」而盛名。 

 

是次活動，透過凝聚火炭區內不同持份者舉辦一連串活動，以新的角度將不同的「舊貌」及

思維重生展現，一齊起動及表揚火炭區內不同的創意及設計產業！  

創意節活動詳情 活動屬性 

「李漢港楷」系列——習字 

日期：30/11/2019 – 31/12/2019 

時間：星期一 12:00nn – 6:00pm 

      星期二至日: 12:00nn – 10:30pm 

地點：伙食工業 

展覽/設計裝置 

「李漢港楷」系列——小型展覽 

日期：30/11/2019 – 31/12/2019 

時間：星期一 12:00nn – 6:00pm 

      星期二至日: 12:00nn – 10:30pm 

地點：伙食工業 

展覽/設計裝置 

「李漢港楷」系列——故事分享會 

日期：7/12/2019 

時間：2:00pm – 3:30pm 

日期：8/12/2019 

時間：4:30pm – 6:00pm 

地點：伙食工業 

分享會/討論 

「李漢港楷」系列——招牌製作工作坊 

日期：7/12/2019 

時間：4:00pm – 6:00pm 

地點：伙食工業 

工作坊 

「李漢港楷」系列——燈箱工作坊 

日期：8/12/2019 

時間：2:00pm – 4:00pm 

地點：伙食工業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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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忘的時光 

日期：30/11/2019 – 31/12/2019 

時間：星期一 12:00nn – 6:00pm 

      星期二至日: 12:00nn – 10:30pm 

地點：伙食工業 

展覽/設計裝置 

盛夜的時光 

日期：7/12/2019 

時間：7:00pm – 10:00pm 

地點：伙食工業 

業界聯繫 

伙炭地圖 

日期：7/12/2019 

時間：4:30pm – 6:00pm 

日期：15/12/2019  

時間：2:00pm – 5:00pm 

地點：火炭 

導賞團 

懷舊時光機 

日期：7/12/2019 – 8/12/2019  

時間：12:00nn – 6:00pm  

地點：Fooody Cafe 外空間 

創意市集 

最好的時光 

日期： 15/12/2019（普通話片）21/12/2019（粵語片） 

       22/12/2019（外語片） 

時間：2:00pm – 6:00pm 

地點：伙食工業 

其他 

Sm^_^iley 微電影預告放映會 

日期：7/12/2019 

時間：6:25pm–6:45pm 

地點：伙食工業 

其他 

Sm^_^iley 微電影放映會 

日期：21/12/2019 

時間：2:00pm – 3:00pm 

地點：伙食工業 

其他 

盛夜以後的時光 

日期：25/12/2019 

時間：7:00pm – 10:00pm 

地點：伙食工業 

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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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公眾社區教育項目活動一覽 

 

  

「智能城市」系列 

美國建築師學會香港分會、香港建築師學會及英國皇家建築師協會 (香港) 

 

為延續相關業界對城市公共/私人空間議題的探討，美國建築師學會香港分會聯同香港建築師

學會及英國皇家建築師協會(香港)合辦及策劃以「智能城市」為主題的一系列活動已正式於 8

月展開！首項活動以重塑香港公共收費電話亭之可造性、延續性及如何結合創意、科技、城

市規劃等多方面元素的設計比賽，鼓勵年輕新晉建築師及相關行業的團隊，重新思考、設計

及改造，探索更多的可能性，將電話亭變身為以人為本的公共設施。 

 

「智能城市」系列將包括各類型的活動，於多個地區舉行，鼓勵大眾參與，連結不同人士延

續探討城市發展及推動本地設計！ 

活動詳情 活動屬性 

「智能城市」系列：研討會及頒獎禮 

日期：3/12/2019 

時間：6:30pm – 9:00pm 

地點：起動九龍東辦事處 觀塘海濱道 122 號 

研討會/頒獎禮 

「智能城市」系列：展覽 

日期：12/2019 – 2/2020 

地點：南豐紗廠  

展覽 

「智能城市」系列：工作坊及分享會 

日期：5/12/2019 

地點：PMQ 元創坊 

日期：6/12/2019 

地點：九龍塘達之路有 78 號 1 樓   

工作坊/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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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老社：從設計學習老齡「未老學老，已老教老。」 

啟文創社 

 

甚麼是「老」？如何界定老年人的生產力和貢獻？非牟利社創設計工作室啟民創社與一眾香

港社福、學術和政府界別人士在「老力生產」圓桌討論中，發現面對社會人口老齡化議題，

我們首要準備「學老」。而這些「學老教材」就是每位老年人身上的寶貴年老經驗， 因此

我們透過「老力生產」工作坊的老青兩代人共創過程，找出了不同的老齡價值，並於全新社

創實踐項目「學老社」延伸成為學老工具。 

活動詳情 活動屬性 

齊錬老！「老力生產」體驗展——啟民創社 x Pascal Anson 

日期：29/11/2019 – 7/12/2019 

時間：12:00nn – 5:00pm 

地點：油街實現 北角油街 12 號 

日期：2/12/2019 – 5/12/2019 

時間：12:00nn – 5:00pm 

地點：茂蘿街 7 號  

展覽/設計裝置 

齊齊來學老！「老力生產」跨代設計思維工作坊  

週末工作坊（一）   

日期：29/11/2019, 30/11/2019 

時間：12:00nn – 5:00pm 

地點：油街實現 北角油街 12 號 

週末工作坊（二） 

日期：6/12/2019, 7/12/2019 

時間：12:00nn – 5:00pm 

地點：油街實現 北角油街 12 號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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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openground  

 

在社交媒體出現了一種搜尋方式，以「#」作連結，符合要求的結果以圖像畫面呈現。若果

把「#」實體化放到街道上，又會以什麼形式呈現社區的特色呢？「#CITY」由設計師和來自

不同背景的街坊共同創作，以「#」作為探索方式，嘗試把具相似特色的事物連結。過程

中，參加者透過工作坊、街坊參與及講座等，了解在地文化和收集口述歷史等，一起塑造文

化的樣貌，重新鏈結我們與街道、建築、商店或公共廣場等人群活動的主要場所，從而體會

在地文化累積的各種成果。 

活動詳情 活動屬性 

#CITY 街頭展覽 

日期：1/2020 

地點：深水埗 

展覽/設計裝置 

#CITY 展覽 

日期：1/2020 

地點：openground 地點：openground 

展覽/設計裝置 

講座（需預約報名） 

日期：1/2020 

地點：openground 地點：openground 

講座 

工作坊（共六節）（只限已登記參加者） 

日期：1/2020 

地點：openground 地點：openground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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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形式節 

SOSO Enterprise Limited 與 THY LAB 昊視聽實驗室 

 

「設計。形式節」歌頌不同形式之表演及藝術，深入探討以設計為主題的節目，透過一連串

的活動，展示設計思維和不同設計領域如何影響人與人的關係及改善社會生活，當中包括邀

請不同學者、國際品牌設計師分享他們的創作經驗，此外，還有 DJ 結合電影作視聽表演、

本地藝術家的不一樣展覽。同場更會放映五部涵蓋不同設計主題的電影：室內設計、社區規

劃、時裝設計、物料藝術及設計思維。 

活動詳情 活動屬性 

設計。形式節開幕 

日期：2/12/2019  

時間：6:00pm – 9:00pm 

地點：灣仔茂蘿街 7 號公眾休憩空間 

開幕活動 

放映會：《大都會》及座談會  

日期：6/12/2019 

時間：7:30pm – 10:00pm 

地點： COLOURLIVING 

其他 

放映會：我們與毛線及分享會  

日期：11/12/2019 

時間：3:00pm–5:00pm 

地點： The WOOLMARK Hong Kong 

其他 

放映會：時裝的下一站及分享會 

日期：13/12/2019 

時間：7:30pm – 10:00pm 

地點：利程坊 

其他 

放映會《遊戲時間》及座談會  

日期：9/12/2019 

時間：7:30pm – 8:30pm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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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精選衛星活動一覽 

灣仔 

#dd 策動：「Walala 遊樂空間」與「心之芳庭」 

日期： 8/1/2020 起 

時間：全日 

地點：維多利亞公園 

展覽/設計裝置 

#dd 推介：動漫電車站 

日期：8/1/2020 起 

時間：全日 

地點：富明街電車站 (105) 及百德新街電車站(西行) (48W) 

展覽/設計裝置 

速寫香港：速寫筆下× 相機鏡下的灣仔 

日期：10/11/2019 

時間：10:00am – 1:00pm 

地點：春園街休憩處 

其他 

 

 

中環及上環 

MAKEET：天台市集 

日期：2/2020 

時間：1:00pm – 6:00pm 

地點：貘記 

創意市集 

Italia Mia：鹽與意大利美味 

日期：19/11/2019 

時間：8:00pm – 11:00pm 

地點：中環皇后大道中 181 號 

其他 

「SWED Talk：設計出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日期：5/12/2019 

時間：6:00pm – 8:00pm 

地點：元創坊 

分享會/討論 

博物館高峰論壇 文化導賞團 2 

日期：30/11/2019 

時間：10:30am – 12:00nn 

地點：大館 

導賞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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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 

《自圓其說》視覺藝術展 

日期：18/11/2019 – 3/1/2020 

時間：9:00am – 7:00pm 

地點：KC100 藝術空間 

展覽/設計裝置 

 

 

馬鞍山 

英基香港青年創意節 2019 

日期：3/12/2019 

時間：9:00am – 3:15pm 

地點：啓新書院 

工作坊/分享會/討論 

 

 

備註：BODW 城區活動時間或有更改，主辦單位保留更改節目權利。公眾在計劃參與有關活動

前，敬請參閱網站<www.bodwcityprog.com>上的最新消息，並向個別主辦機構查詢。 

 

觀塘 

黑幻夜 

日期：1/11/2019 – 30/11/2019 

時間：星期五 6:00pm – 9:30pm,  

      星期六 1:00pm – 4:30pm, 6:00pm – 9:30pm 

地點：門神啤酒 

展覽/設計裝置 

http://www.bodwcitypro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