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时发布                                                                                                       2021年 11月 5日 

 

「环球设计 创意重启」 

设计营商周 2021带动变革向前迈进 

创建更美好的疫后新世界 

 

 
 

网上及微信公众号实时直播；现正接受免费登记 

聚焦超过 80位来自全球顶尖企业的创意领袖，包括 Animoca Brands、 Archi-

Tectonics、国泰航空、佳士得（Christie’s）、大黑设计研究室 、Epic Games、
Elevate、斐乐中国（FILA China）、Heatherwick Studio、Herzog & de Meuron、Het 

Nieuwe Instituut 、Jason Bruges Studio 、仲量联行有限公司、联想集团（Lenovo 

Group）、Massive Change Network、 MillerKnoll、M+博物馆、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
馆、Refik Anadol Studio、六善养生及酒店集团 （Six Senses Hotels Resorts & Spas）、
Snøhetta、朱锫建筑设计事务所 （Studio Zhu-Pei ）、Tatler Asia Group、可口可乐公
司、香港置地文华东方酒店、世界 50大最佳餐厅 （The World’s 50 Best Restaurants)、

以及小米（Xiaomi）等 



                                         
 

 

 

 

 

 

 

 

中国香港，2021 年 11 月 5 日 – 由香港设计中心举办的设计营商周 （BODW） 2021 

是自 2002年以来亚洲首屈一指的国际年度盛事 ，全面探索设计、创新及品牌趋势。今

年的设计营商周以「环球设计 创意重启」为主题，通过一系列精彩的论坛讲座，强调

跨领域的新思维、果断的领导力以及协作创造力，以助我们在变幻无常的时代里迎接

新常态。届时，超过 80 位来自中国香港及内地、亚洲以至海外各行各业的一众品牌领

袖、设计大师及知名企业家将分享他们的真知灼见，与观众放眼未来。 

 

设计营商周 2021 将延续去年的成功经验，本年度设计营商周峰会将于 12 月 1 日至12

月 4日进行网上实时直播，其中精选节目也会通过香港电视台 ViuTV、微信公众号及

合作直播平台实时播放。峰会将就与现今社会息息相关的八大热门议题进行探讨，包

括：「品牌活化」、「幸福未来」、「创意思维与创新领导力」、「文化与都市」、

「设计智能未来」、「款客旅游新思维」、「新都市模式」以及「实体数字化世

界」。 

 

今年的设计营商周有幸与英国及 ViuTV 结为策略伙伴，以「环球设计 创意重启」为

题，阐明在危机中带动变革的方案，共同创建可持续的未来，并通过以人为本的设计

和科技为社会作出贡献。 

 

设计营商周 2021全部节目将于网上实时直播，其中的精选节目包括： 

• 主题演讲：设计如何改变世界？（12 月 1 日，晚上 8时 20分至 8时 40分）— 

生活质量及环境保护是相辅相成的目标。促进城市繁荣、推动可持续性及提升

人类福祉的建筑项目能有效应对城市化下日益严峻的挑战。由 Darren Chuckry

（Marketing Society 香港区主席、HK Initiative 管理合伙人，香港）主持、世界

著名设计大师 Bruce Mau（Massive Change Network行政总裁、Bruce Mau Studio

创办人，美国）与黄伟祖博士（香港设计中心行政总裁，香港）将讨论成功的

设计如何与保育大自然划上等号。 

 

• 后疫情时代下的媒体冲击（12 月 1 日，晚上 8时 40分至 9时 20分）— 由 Julia 

Clyne（道琼斯亚太区媒体销售及信托主管 ，香港）主持的论坛将汇集传媒界

的多位重量级人马 James Chambers（《Monocle》亚洲区编辑及香港分部主席，

香港）、鲁庭晖（ViuTV 董事兼总经理，香港）和 Michel Lamunière（Tatler 

Asia Group 主席兼行政总裁，香港），分享有关创意媒体编程的洞见，探讨印

刷、数字与广播媒体的未来。 

 

 



                                         
 

 

 

 

 

 

 

• 重塑未来城市交通（12 月 1 日，晚上9时20分至10时正）— 随着人工智能

（ AI）和物联网（ IoT）的出现，我们逐渐步入一个无缝连接和自主导航的世

界。由 Annouchka Behrmann（爱德曼香港品牌主管、PRHK主席，香港）主

持，Paul Priestman（ PriestmanGoode 设计主席及设计师 ，英国）、文若德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总建筑师，香港）和钟桥轩（国泰航空公司品牌、洞察及

营销传播总经理，香港）将聚首一堂，研究综合设计和最新技术如何塑造社会

未来流动性和经济发展。 

 

• 绿色美食的米芝莲体验（12 月 2 日，晚上 8时正至8时35分）— 随着可持续食

品在亚洲以至世界各地日趋普及化，顶尖的餐饮业者均渴望在此领域发展并有

所作为，同时为逆转气候变化出一分力。陈碧琪（ Grassroots Initiatives首席顾

问及零碳足食执行董事，香港）及 Richard Ekkebus（香港置地文华东方酒店厨

艺及美食总监 ，香港）将与此论坛主持人、备受尊敬的美食作家梁帼婷

（ Honestly Green 作家、制作人、可持续发展倡议者，香港）探讨如何推动款

待业的新常态。 

 

• 主题演讲：绿化城市空间（12 月 2 日，晚上 9时05分至9时25分）— 不同的城

市和企业均逐渐意识到居民对绿化空间的渴求。主讲嘉宾 Thomas Heatherwick 

CBE（Heatherwick Studio 创办人，英国）将与主持人邵达辉教授（ESKYIU 创

办合伙人、香港大学建筑系主任，香港）讨论城市规划的未来趋势。 

 

• 全球创意地方营造（12 月 2 日，晚上 9时25分至10时正）— 由 Alexandra Seno

（AXS Asia Partners 创办合伙人，香港）主持的论坛将深入探讨专门为改善建

筑环境、创造更具活力和包容性空间而设计的文化策划和方案。 参与讨论的嘉

宾包括 Robert Greenwood（Snøhetta 合伙人及亚洲区董事总经理，香港）和朱

锫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院长、教授及朱锫建筑事务所创建人，中国内

地）。 

 

• 与 Refik Anadol 对话：揭秘加密艺术（12 月 3 日，下午3时30分至4时正）— 

在由朱沛宗（Kenetic联合创办人及管理合伙人，香港）主持的论坛中，毛国靖

（佳士得美术学院亚太区总监、佳士得副总裁及拍卖主管，香港）将与 Refik 

Anadol（RAS. Refik Anadol Studio 总监及媒体艺术家，美国）分享艺术界值得

关注的新兴趋势，例如加密资产和数字艺术。 

 

• 发掘元宇宙的商机（12 月 3 日，晚上 8时正至9时正）— 实体和数字之间的界

线愈趋模糊。Bernt Johannessen（Epic Games 行业经理，瑞典）、Henri 

Arslanian（罗兵咸永道加密货币主管兼合伙人，香港）、和萧逸（Animoca 

Brands 共同创办人兼主席 ，香港）将与主持人 Darren Chuckry （ Marketing  

 



                                         
 

 

 

 

 

 

 

Society 香港区主席、HK Initiative管理合伙人，香港）讨论元宇宙如何融合人们

的虚拟世界及现实世界，并对我们的生活体验和经济活动所带来的影响。 

 

• 重塑未来工作空间与生活（12 月 4 日，晚上 8时正 – 8时55分）— 办公室及建

筑环境正因应人们的工作习惯而快速应变，日新月异的数字基础设施更重新定

义人们的工作性质。主持人利德裕博士（前香港设计中心行政总裁，香港）将

与 Jeremy Myerson 教授（WORKTECH Academy 总监，英国）、詹柏 （中瑞

鼎峰及Stey集团总裁及创始合伙人，中国内地）、Ryan Anderson（MillerKnoll

环球研究与洞察副总裁，美国）及刘绮慧（ 仲量联行有限公司市区体系部总监

执行董事，香港）一起探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新常态。 

 

去年的设计营商周成功吸引全球各地逾 38 万人次观看，促进商业洞见的交流及创造商

机；而今年活动期间设计营商周更将与多个合作伙伴带来不同的社区活动，包括 

deTour 2021（11月26日至12月12日）、设计营商周城区活动（11月27日至12月5

日）、Fashion Asia Hong Kong（11月30日至12月7日）、 DFA设计奖、 

DesignInspire 、亚洲知识产权营商论坛（12月2日至12月3日） 、IASDR 国际设计研究

协会联合会大会 （12月5日至12月9日）、以及广州设计周 （12月9 日至12月12日） 

等，以推动社会设计思维，致力将香港打造成为亚洲区内享誉国际的设计之都。 

 

设计营商周由香港设计中心主办、香港贸易发展局协办，主要赞助机构为香港特别行

政区政府「创意香港」(「创意香港」)。 

 

香港的参加者可购买门票以现场参与今年的设计营商周峰会。参加者于 11 月 14 日或

之前登记「直播论坛尊尚套票」，即可享价值港币 360 元（原价港币 600 元）的早鸟

票价优惠，于 12月 2日至 12月 4日期间参加任何一天的专题论坛环节。设计营商周 

2020（BODW 2020）的峰会全票和贵宾门票持有人更可享有半价优惠。 

 

有 关 设 计 营 商 周 2021 的 登 记 详 情 及 最 新 消 息 ， 请 浏 览 官 方 网 站

https://2021.bodw.com/zh-cn， 并追踪微信公众号：BODW 设计营商周。参加者可于官

方网站免费注册成为 bodw+会员，专享独家内容、设计智识周及设计营商周的重温内

容等。 

 

 

-完- 

 

 

 

 

 

 

https://2021.bodw.com/zh-cn


                                         
 

 

 

 

 

 

 

 

关于香港设计中心  

香港设计中心为于 2001年成立的非政府机构，担当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策略伙伴，

以推动香港成为亚洲区内享誉国际的设计之都为目标。公共使命是推动社会更广泛和

具策略性地运用设计及设计思维，为业界创造价值及改善社会福祉，旨在推动香港成

为亚洲区内的国际设计中心。查询详情，请浏览 www.hkdesigncentre.org。  

 

关于设计营商周 

自 2002年以来，由香港设计中心主办的设计营商周 (BODW) 一直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国

际年度盛事，全面探索设计、创新及品牌趋势，汇聚香港及海外的精英设计师和企业

家，与环球观众分享真知灼见，推动与设计及创新价值相关的讨论，并创造商业合作

机会。 

 

关于 bodw+ 

由香港设计中心（Hong Kong Design Centre，HKDC）推出的全新设计知识数码平台

bodw+，取名自 2002年以来的「设计营商周」（BODW），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国际年

度盛事，全面探索设计、创新及品牌趋势。bodw+旨在成为亚洲领先的在线设计知识

网站，将紧贴设计趋势，为大家带来新的设计信息及内容，并透过访问分享创意领袖

和新兴人才的最新消息。bodw+汇聚本地及国际各领域的设计精英及创意人才，提供

启发及交流创意的广阔平台并推动设计。 

 

关于「创意香港」  

「创意香港」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于 2009年 6月成立的单位，隶属商务及经济发展

局通讯及创意产业科，专责推动香港创意产业的发展。现时的策略重点为培育人才及

促进初创企业的发展、开拓市场，以及推动香港成为亚洲创意之都，并在社会营造创

意氛围。「创意香港」赞助香港设计中心举办设计营商周，以及其他项目，以推广香

港设计。「创意香港」网页：www.createhk.gov.hk。   

 

传媒联络  

 

如须查询详情或有意进行专访，请联络：   

hkdesigncentre@finnpartners.com  

 

Matthew Lai  +852 2807 1119          matthew.lai@finnpartners.com 

Agnes Chow  +852 2807 0882          agnes.chow@finnpartners.com 

  
免责声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创意香港仅为本项目提供资助，除此之外并无参与项目。在本刊物／活

动内（或由项目小组成员）表达的任何意见、研究成果、结论或建议，均不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通讯及创意产业科、创意香港、创意智优计划秘书处或创意智优计划审核委员会的观

点。 

http://www.hkdesigncentre.org/
http://www.createhk.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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