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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即時發放]  

創意旅遊發展計劃「#ddHK 設計#香港地」  

探索香港地道故事 認識本地獨特流行文化 

「#dd城市漫熱」以全新角度 帶你「漫」「漫」發現不一樣的遊樂空間 

 
（2020 年 1 月 7 日，香港）由香港設計中心主辦及香港動漫畫聯會任策略伙伴

（與本地漫畫有關的活動及作品）、自 2018 年起動的三年區域深度旅遊項目—

「#ddHK 設計#香港地」（Design District Hong Kong）自推出後深受旅客及市民歡

迎，灣仔區內的公共空間，包括主要街道、消防局閘門和電車站等均以創意重新

包裝，為這些鮮被利用的公共空間注入驚喜。旅客及市民不但可以跟隨「#ddHK

設計#香港地」的建議路線遊走於這座「露天博物館」，更可透過免費導賞團，

由專業導賞員多角度為你解說灣仔區的不同面貌，將地方營造、旅遊、歷史、創

新科技及文化共冶一爐，以創意導航遊歷香港。 

 

香港設計中心主席嚴志明教授表示：「香港設計中心一直致力推廣設計，並期望

以此改善大眾生活質素，而『#ddHK 設計#香港地』正正利用設計突破灣仔區內公

共空間的既有功能，連結及提昇區內地道景點及建築，並通過創意作品為旅客及

市民展現香港獨特文化特色，打造一個深受社區喜愛的旅遊及社區營造項目。今

次我們以香港動漫及中西交匯的流行文化為引子，把灣仔變成了充滿童趣的大型

遊樂空間，社區各處則成為了遊樂設施的部份，挑戰公共空間的玩樂功能，讓一

家大小可以玩得盡興。旅客及市民亦可透過新增的自助遊路線，開展『漫漫遊』

的城市探索之旅。」 

 

全新自助漫遊路線 走進流行文化中心感受時代脈搏  

「#ddHK 設計#香港地」於 2019/20 年度推出以《Pop！靈感在轉角》為主題的兩

組裝置，並設計全新的自助漫遊建議路線，讓參加者可從不同角度感受地道香港

地。由 1 月 8 日至 2 月 2 日期間更推出免費導賞團「#dd 城市漫熱」，帶領參加

者「漫」「漫」探索香港流行文化變遷的故事。（兩組全新裝置詳情請參見附件

一） 

 

晝夜不息的灣仔除了是香港島的商業核心區外，東面的銅鑼灣地區更匯聚不少時

尚潮流熱點，使該區成為引領香港流行文化熱潮的火車頭。「#ddHK 設計#香港地」

今次為大家帶來的這條全新路線帶大家走進流行文化中心，感受由銅鑼灣「漫」

延而來的本土流行文化，包括匯聚香港動漫不同年代經典角色的《漫漫遊》動漫

電車站、結合英倫與香港數碼創意的《Walala 遊樂空間》、以及《#畫多

ddHKWALLS》街頭牆畫作品等，導賞團更會帶領參加者細味區内不同時期的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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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60 年代的流行音樂、70 年代盛行的習俗、80/90 年代銅鑼灣蛻變的城市軌

跡，由不同角度見證銅鑼灣的百變形象。（導賞團詳程請參見附件二） 

 

不論是參加導賞團或自助漫遊於銅鑼灣的旅客及市民，都可察覺到區內有兩位造

型可愛的卡通人物在「旅遊」，他們是來自英國倫敦的男孩「維多」，及香港土

生土長的女孩「莉亞」。當英國男孩遇上香港女生，相知相遇的情節不僅屬他們

二人，也反映著香港與英國間的文化交流。他們均住在告士打道，但兩地的告士

打道卻相隔九千多公里的距離，雖然如此，彼此的共通點卻是他們維繫友情的秘

訣。 

 

「維多」的夢想就是能到訪香港，親身了解「莉亞」成長的地方，他希望與「莉

亞」登上歷史悠久的電車，感受著微風細看香港景色，與她在維多利亞公園漫步，

坐在長凳上談天說地，在草坪上享受著下午茶的美好時光，所以他已經計劃 1 月

8 日到訪香港……想知道更多「維多」抵港後的故事，只需以流動手機，掃瞄位

於灣仔區內指定地方的二維碼，即可以 AR 擴增實境方式觀看後續故事。 

  

另設兩條自助漫遊建議路線 引領旅客及市民遊歷城區設計廊 

除了「#dd 城市漫熱」導賞團外，為照顧不同人士喜好，「#ddHK 設計#香港地」

以設計作品連結地道景點，建議兩條自助遊路線，包括「走過新舊灣仔」路線，

以香港 1840 年代海岸線作起點，帶領參加者從灣仔南，走到灣仔北，透過周邊建

築變化細看城市變遷軌跡。路線沿途除了可欣賞到《#講多 dd@灣仔故事》地面

創作及《#寫多 dd@港灣消防局》閘門上的字體設計，亦會經過多個區內著名建

築物，包括藍屋、舊灣仔街市、舊灣仔郵政局和利東街等，讓參加者可以從昔日

漁港，一步步走到現代商業中心。 

 

而熱愛文藝創意的旅客及市民則可參考另一條「Pop!靈感在轉角」路線，由東華

百周年紀念廣場花園及愛群道一帶作起步點，欣賞一系列匯聚中西文化特色的

《#畫多ddHKWALLS》牆畫，途經多個藝文集中地，例如茂蘿街7號、駱克道、富

德樓等，感受箇中設計氛圍，在每個轉角都有驚喜等待旅客及市民發掘。（路線

詳程請看附件三） 

 

-完- 

 

關於「設計#香港地」最新消息: 

官方網站: www.designdistrict.hk 

Facebook: www.facebook.com/designdistricthk Instagram: 

www.instagram.com/desogndistrict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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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設計#香港地  

設計#香港地旨在以設計勾劃令香港人共鳴的地區文化、用腳步帶領旅客深度了 

解地道設計、以創意為引子帶領旅客體驗不一樣的香港地。「香港地」三字盛載 

着香港人的集體文化，彰顯我們對這片土地的認同與熱愛，亦包含了亙古通今每 

位香港人付出的汗水。  

由香港旅遊事務署呈獻的設計#香港地，是一個精心策劃、為期三年的「城區設

計廊」，展覽路線及作品數量會作不定期變換，散落於灣仔及深水埗兩區，時有

增減。整個項目以策動社區協作、群體對話和設計參與等模式貫串。透過以不同

範疇的原創設計、傳統工藝、富地區故事色彩的街頭活動及創作，連結及提昇區

內不同特色景點及建築，為旅客及市民提供一種糅合本地歷史文化和富地區特色

的體驗。  

首年度(2018/19)以灣仔 1840 年代原海岸線作為起點，從南至北、西至東打破空間

分界，以散落灣仔各區的設計作品，編寫出一封《連城:給香港的情書》，創造出 

有如仰望香港城市軌跡變遷般詩意的觀展體驗。次年度 (2019/20) 以《Pop!靈感在

轉角》的流行文化為主旋律，讓你細味大街小巷每個轉角所帶來的沖擊和靈感。 

計劃通過創意作品連繫香港地特色，讓旅客及市民通過數條特別構思的自助漫遊

路線遊歷這個城區設計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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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設計中心旗艦項目包括:設計營商周 BODW(自 2002 年起)─ 亞洲領先的 年度盛

事，探索設計、創新及品牌趨勢;DFA 設計獎(自 2003 年起)─ 廣受肯 定的年度設計

獎項，從亞洲觀點出發表揚優秀設計;設計「智」識周 KODW(自 2006 年起)─ 聚集

全球設計界的年度主題式設計知識交流平台，探索如何以設計 迎接社會上的種種

挑戰;設計創業培育計劃及時裝創業培育計劃(分別自 2012 年 及 2016 年起)─ 爲期

兩年的培育計劃，啓蒙未來設計和時裝設計企業家 ;以及  FASHION ASIA HONG 

KONG(自 2016 年起)─ 年度時裝界盛事，鼓勵多領域跨 界展開對話、互動和文化交

流，宣傳香港在亞洲時裝設計和貿易發展方面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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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由 The Sparkling Code 代為發放。如有查詢，請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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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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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設計中心 Hong Kong Design Centre  

Hailey Chow 電話: 3793 8451 電郵: hailey.chow@hkdesigncentre.org   

  

mailto:ivy@sparkingcode.com
mailto:hailey.chow@hkdesigncentr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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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ddHK 設計#香港地 全新作品 

 

1. 「#dd 推介─漫漫遊」（展期：1 月 8 日至 2 月 3 日） 

 
《#dd 推介─漫漫遊》帶來香港動漫海濱樂園超過 30 位漫畫角色參與是次創作，

在兩部遊走港島區的電車及百德新街（西行）和富明街電車站上進行創作，將它

們打造成為遊樂場般的「觀光小電車」，讓不同年紀、背景的乘客都可以隨心上

落，以別出心裁、充滿童趣的形式發掘香港的另一面。 

 

2. 「#dd 策動─Walala 遊樂空間」（展期：1 月 8 日至 2 月 9 日） 

 
由英國倫敦設計師 Camille Walala 運用英國流行文化元素，創作而成的大型

《Walala 遊樂空間》，Camille 將綠草如茵的香港維多利亞公園中央草坪化身成玩

味十足的「Walala 倫敦大宅」，成為一個極受歡迎的互動遊樂場，歡迎所有人士

到來享用這個空間。 

而香港創意伙伴 Hattrick Creative 亦在維園內外以本地創意添加一系列具 AR 擴增

實境互動體驗的《心之芳庭》設計裝置，以嶄新的公共藝術體驗，喚起大家對

「香港地」中西文化的共鳴，以遊戲方式探索銅鑼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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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dd 城市漫熱」導賞團時間表 

日期 時間 集合地點 

廣東話團 

08/01/2020 10:00am – 12:30pm 時代廣場鐘樓 

11/01/2020 （設普通話） 11:00am – 1:30pm 時代廣場鐘樓 

12/01/2020 11:00am – 1:30pm 時代廣場鐘樓 

18/01/2020 11:00am – 1:30pm 時代廣場鐘樓 

01/02/2020 11:00am – 1:30pm 時代廣場鐘樓 

英文團 

11/01/2020 10:00am – 12:30pm 時代廣場鐘樓 

12/01/2020 10:00am – 12:30pm 時代廣場鐘樓 

19/01/2020 11:00am – 1:30pm 時代廣場鐘樓 

28/01/2020 11:00am – 1:30pm 時代廣場鐘樓 

02/02/2020 11:00am – 1:30pm 時代廣場鐘樓 

 

附件三：「設計#香港地」建議路線一覽 

 建議途經地點 

#dd 城市漫熱 

C1 堅拿道天橋(鵝頸橋) 

C2 動漫車站@富明街電車站 (105) 

8.1.2020-3.2.2020 

C3 利舞臺廣場 

C4 渣甸坊 

C5 動漫車站@百德新街電車站 (48W) 

8.1.2020-3.2.2020 

C6 聖馬利亞堂 

C7 #畫多 ddHKWALLS@大坑坊眾福利會 

即日至 2.2021 

C8 #畫多 ddHKWALLS@信德街天橋 

即日至 2.2021 

C9 心之芳庭@維多利亞公園噴水池廣場 

8.1.2020-9.2.2020 

C10 Walala 倫敦大宅@維多利亞公園中央草坪 

8.1.2020-16.1.2020 

走過新舊灣仔 

N1 藍屋 

N2 #講多 dd@石水渠街街口(地面)  

即日至 2.2021 

N3 舊灣仔街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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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 舊灣仔郵政局 

N5 合和中心 

N6 #講多 dd@利東街街口(地面) 

即日至 2.2021 

N7 利東街 

N8 和昌大押 

N9 #寫多 dd@港灣消防局 

即日至 2.2021 

N10 #畫多 ddHKWALLS@大佛口行人天橋 

即日至 2.2021 

Pop！靈感在轉角 

P1 #畫多 ddHKWALLS@東華百周年紀念廣場花園 

即日至 2.2021 

P2 #畫多 ddHKWALLS@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即日至 2.2021 

P3 #畫多 ddHKWALLS@摩理臣山游泳池 

即日至 2.2021 

P4 愛群理髮 

P5 茂蘿街 7 號 

N9 #寫多 dd@港灣消防局 

即日至 2.2021 

P7 #講多 dd@香港藝術中心正門(地面)  

即日至 2.2021 

P8 駱克道 

P9 富德樓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