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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发布 

 

香港设计中心成立二十周年暨 DFA 设计奖展览 

以 “设计‧构建可持续社区”为主题 

推出全新设计知识数码平台 bodw+ 及多项庆祝活动 

 

（2022 年 5 月 20 日，香港）─ 香港设计中心于今天假荃湾南丰纱厂纱厂坊 “DFA 设计

奖展览：创新设计 重塑时代” 现场，举行成立二十周年启动礼，正式宣布以 “设计‧构

建可持续社区” 为主题，并将举办一连串精彩的庆祝活动，实现对设计美好未来的期盼。  

 

香港设计中心于 2001 年成立，二十年来致力推动香港社会更广泛和具策略性地运用设

计及设计思维，同时培育更多本地设计企业，以繁荣业界，奠定香港在亚洲以至国际设

计领域的龙头地位。 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创意香港”（以下简称 “创意香港”）赞助

及支持，中心多年来推出多项标志性的项目，包括亚洲年度设计盛事  “设计营商周”

（BODW） 及 “设计智识周”（KODW），让全球设计业界以至公众能掌握最新设计资讯

与趋势，推动跨界别交流和协作;设立广受肯定的年度设计奖项 “DFA 设计奖”，表扬杰

出设计领袖和在亚洲区内具影响力的优秀设计元素，及嘉许香港的青年设计才俊;成立 

“设计知识学院”（IDK）、人才培育计划如 “设计创业培育计划”（DIP）及 “时装创业培育

计划”（FIP）， 以推行设计思维培训及扶持初创设计企业;另举办 “BODW 城区活动” 及 

“设计光谱” 等项目，让大众能体验及学习欣赏设计的价值。 （详见附件一：香港设计

中心二十年里程碑） 

 

为隆重其事，香港设计中心将于今年推出一系列二十周年庆祝活动，包括 5 月底举行的 

“DFA 设计奖展览：创新设计 重塑时代”，展示 2021 年度 DFA 设计奖的五项大奖共近 200

个得奖单位的设计;7 月将正式推出的全新设计知识数码网站 bodw+，紧贴具 开创性的

设计趋势、为大家带来最新设计信息，包括设计营商周等旗舰节目转播、创意领袖和新

兴人才访问等，目标是成为亚洲领先的线上设计知识平台; “设计光谱” 将于 11 月举行

展览以祝贺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二十五周年，彰显过去二十五年来本地设计力量的创意

发展;今年 “BODW 城区活动” 亦以 “二十而立：深思 ‧焕然‧一新” 为主题，将在 11 至

12 月伙拍香港多个创意社群于全港各区举办社区活动，启发创意交流;以及 Fashion Asia 

Hong Kong 将在 12 月举行以 “元宇宙” 为焦点的时尚展览与年度论坛等。 （详见附件

二：香港设计中心二十年庆祝活动） 

 

香港设计中心二十周年庆祝活动启动礼由香港设计中心主席严志明教授主持，副主席陈

一枬教授及行政总裁黄伟祖博士陪同，并获创意香港助理总监袁赛芳女士、设计营商周 

2022 策略伙伴代表荷兰驻港总领事馆总领事丘德仁（Arjen van den Berg）先生， 以及

2021年度DFA世界杰出华人设计师奖得主兼靳刘高设计创办人刘小康先生等出席支持。  

 

香港设计中心主席严志明教授表示： “香港设计中心过去二十年来致力推动与弘扬香港

设计，创立不同平台让本地以至亚洲同业互相交流，表彰优秀设计，同时鼓励年轻设计

师发挥创意，传承行业薪火。 今年香港设计中心庆祝成立二十周年，正值香港特别行

政区成立二十五周年，继往开来，香港设计中心将秉持初心，致力搭建设计与社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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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坚实桥梁，与大家携手构建可持续社区，巩固香港作为亚洲设计之都的地位。” 

 

香港设计中心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支持下，将会于 2024 年落户深水埗，为香港建

立一个崭新的设计及时装基地，并与业界携手迈进未来。  

 

另外，香港设计中心将于 2022 年 5 月 21 日至 29 日，在荃湾南丰纱厂纱厂坊举行 “DFA

设计奖展览：创新设计 重塑时代”，为二十周年打开头炮，介绍五个不同设计奖项，包

括： “DFA 亚洲设计终身成就奖”、 “DFA 设计领袖奖” 、 “DFA 世界杰出华人设计师”、 

“DFA 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奖” 及 “DFA 香港青年设计才俊奖”， 近 200 个 2021 年的得

奖单位及项目，琳瑯满目、各具特色、创意无限。 

 

图像说明： 

 

图一 

（左起）香港设计中心行政

总裁黄伟祖博士、2021 年

度 DFA 世界杰出华人设计

师得主兼靳刘高设计创办

人刘小康先生、荷兰驻港总

领事丘德仁（Arjen van den 

Berg）先生、 香港设计中心

主席严志明教授、创意香港

助理总监袁赛芳女士、香港

设计中心副主席陈一枬教

授及 DFA 设计奖督导委员

会主席卢永强先生主持香

港设计中心成立二十周年

启动礼。  

 

图二 

现场展示 2021 年度 DFA 世

界杰出华人设计师得主兼

靳刘高设计创办人刘小康

先生多年来饮誉业界的标

志性设计。  



 

3 
 

 

图三 

“DFA 设计奖展览：创新设

计 重塑时代” ，于 2022 年

5 月 21 日至 29 日在荃湾南

丰纱厂纱厂坊，展示近 200

个得奖单位的设计，公众可

免费参观。  

 

图四 

三位环球设计先驱获得

2021 年度 DFA 设计奖的个

人大奖嘉许，分别为： 

- DFA 亚洲设计终身成

就奖：哈佛大学陈曾熙

公共卫生学院常驻教

授 Patrick Whitney 

（右） 

- DFA 设计领袖奖：雷蛇

（Razer Inc.） 行政总裁

兼联合创办人陈民亮 

（左） 

- DFA 世界杰出华人设计

师：靳刘高设计创办人

刘小康 （中） 

 

图五 

2021 年度共有 180 个单位

获颁 DFA 亚洲最具影响力

设计奖的不同奖项，足见香

港以及亚洲区内设计同业

人才济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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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十六位 2021 年度 DFA 香港

青年设计才俊奖得主凭独

特前衞的设计崭露头角，传

承行业薪火。  

 

高清图片下载：https://bit.ly/3sKTyRB 

 

 

关于香港设计中心（www.hkdesigncentr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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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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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设计中心旗舰项目包括：设计营商周BODW*（自2002年起）─亚洲领先的年度盛事，

探索设计、创新及品牌趋势;DFA设计奖*（自2003年起）─广受肯定的年度设计奖项，从

亚洲观点出发表扬优秀设计;设计智识周KODW*（自2006年起）─聚集全球设计界的年度

主题式设计知识交流平台，探索如何以设计迎接社会上的种种挑战 ;设计创业培育计划

*及时装创业培育计划*（分别自 2012年及2016 年起）─ 为期两年的培育计划，启蒙未

来设计和时装设计企业家;以及FASHION ASIA HONG KONG*（自 2016 年起）─ 年度时

装界盛事，鼓励多领域跨界展开对话、互动和文化交流，宣传香港在亚洲时装设计和贸

易发展方面的核心地位。 

*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创意香港” 赞助 

 

https://bit.ly/3sKTyRB
http://www.hkdesigncentr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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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创意香港”（www.createhk.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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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赞助香港设计中心的多项活动，以推广香港设计。  

  

此新闻稿由文心公关顾问有限公司代香港设计中心发布。  

传媒查询，请联络： 

郑坚楚 Danny CHENG|+ 852 3749 9878 / 9035 4994|  danny.cheng@mansumpr.com 

巫凯宜 Christy MO|+ 852 3749 9878 / 9315 0111| christy.mo@mansumpr.com 

  

http://www.createhk.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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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香港设计中心二十年里程碑 

 

年份 事项 

2001 香港设计中心成立 

2002 推出首届 “设计营商周” *（BODW），为香港设计中心年度旗舰活动，是亚

洲区内一项举足轻重的国际设计界盛事 

2003 推出首届 “DFA 设计奖” *，表扬能够融合设计与科技，推动可持续发展，

具社会效益及反映亚洲文化精粹的设计 

2006 推出首届 “设计创新机”，为 “设计智识周” *（KODW） 的前身 

2011 推出首届 “设计智识周” *（KODW） （前身为 “设计创新机”），让设计师

与企业家掌握全球设计与创新研究的最新趋势，充分利用设计推动创新项

目 

2012 成立 “设计知识学院”（IDK），针对高级行政人员与决策者，以创新设计和

设计管理知识为导向，通过小组形式互动交流、经验共享的精要课程;以及

推出 “设计创业培育计划” *（DIP），旨在培育并协助刚起步阶段的设计公

司成长 

2016 推出首届 “Fashion Asia Hong Kong” *（FAHK），讨论时装商业版图的变化及

最新行业趋势，及推出 “时装创业培育计划” *（FIP） 

2017 为 “设计创业培育计划” *（DIP）及 “时装创业培育计划” *（FIP）而设的全

新培育中心开幕，以培育本地设计师与品牌 

2018 推出 “设计#香港地”，为期三年的计划，旨在以设计勾划令香港人产生共鸣

的地区文化，带领旅客深度了解地道设计等; “Unleash！设计思维‧无限可

能” 旨在扩阔香港各行各业对设计思维的理解和应用，推动以人为本的设

计， 和创新在 21 世纪的重要价值; “BODW 城区活动” *，为创意商业及社

群的城区起动计划，通过品牌、企业、机构及学院合作，藉一系列设计相关

活动，连系全城创意力量 

2019 推出 “设计光谱” *，为香港设计中心首个面向公众的平台，由 2019 至 2022

年间于湾仔茂萝街 7 号定期策展和举办主题展览和活动，展示香港及区内

的优秀设计 

2021 推出全新设计知识数码平台 “bodw+”，为环球大众带来全年精彩设计资讯

及趋势 

2024 香港设计中心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支持，将于 2024 年落户深水埗，建

立一个崭新的设计及时装基地* 

 

*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创意香港” 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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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香港设计中心二十周年庆祝活动 

 

日期 活动 内容 

5 月 21 至 29 日  “DFA 设计奖展览：创新

设计 重塑时代” * 

介绍 DFA 设计奖的五个不同设计奖项，

包括： “DFA 亚洲设计终身成就奖” 、 

“DFA 设计领袖奖”、 “DFA 世界杰出华人

设计师”、 “DFA 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奖”

及 “DFA 香港青年设计才俊奖”，并展示

2021 年度 近 200 个得奖单位及项目。  

7 月 正式推出  “bodw+”全新

互动设计知识数码平台 

提供最新设计知识及资讯，目标是成为

亚洲首屈一指的线上设计知识平台。  

9 月至 10 月  “设计智识周”（KODW） 活动包括英语电视频道论坛直播、即时

对话、网上及实体工作坊及大师班、高端

业界交流活动和设计及创新领袖论坛暨

晚宴。  

11 月 举办设计光谱展览 正值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二十五周年，

展览将展示过去二十五年来本地设计力

量的创意发展。  

11 月至 12 月  “BODW 城区活动” ─ “二

十而立：深思‧焕然‧一新” 

 “设计营商周”（BODW）的延伸活动，伙

拍香港多个创意社群于全港各区举办社

区活动，启发创意交流。  

12 月 Fashion Asia Hong Kong* 以 “元宇宙” 为焦点举办时尚展览与年

度论坛。 

 

*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创意香港” 赞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