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時發佈
香港設計中心成立二十周年暨 DFA 設計獎展覽
以「設計‧構建可持續社區」為主題
推出全新設計知識數碼平台 bodw+ 及多項慶祝活動
（2022 年 5 月 20 日，香港）─ 香港設計中心於今天假荃灣南豐紗廠紗廠坊「DFA 設計
獎展覽：創新設計 重塑時代」現場，舉行成立二十周年啟動禮，正式宣佈以「設計‧構
建可持續社區」為主題，並將舉辦一連串精彩的慶祝活動，實現對設計美好未來的期盼。
香港設計中心於 2001 年成立，二十年來致力推動香港社會更廣泛和具策略性地運用設
計及設計思維，同時培育更多本地設計企業，以繁榮業界，奠定香港在亞洲以至國際設
計領域的龍頭地位。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意香港」
（以下簡稱「創意香港」）贊助
及支持，中心多年來推出多項標誌性的項目，包括亞洲年度設計盛事「設計營商周」
(BODW)及「設計智識周」(KODW)，讓全球設計業界以至公眾能掌握最新設計資訊與趨
勢，推動跨界別交流和協作；設立廣受肯定的年度設計獎項「DFA 設計獎」
，表揚傑出設
計領袖和在亞洲區內具影響力的優秀設計項目，及嘉許香港的青年設計才俊；成立「設
計知識學院」(IDK)、人才培育計劃如「設計創業培育計劃」(DIP)及「時裝創業培育計劃」
(FIP)，以推行設計思維培訓及扶持初創設計企業；另舉辦「BODW 城區活動」及「設計
光譜」等項目，讓大眾能體驗及學習欣賞設計的價值。
（詳見附件一：香港設計中心二十
年里程碑）
為隆重其事，香港設計中心將於今年推出一系列二十周年慶祝活動，包括 5 月底舉行的
「DFA 設計獎展覽：創新設計 重塑時代」，展示 2021 年度 DFA 設計獎的五項大獎共近
200 個得獎單位的設計；7 月將正式推出的全新設計知識數碼網站 bodw+，緊貼具開創
性的設計趨勢、為大家帶來最新設計資訊，包括設計營商周等旗艦節目轉播、創意領袖
和新興人才訪問等，目標是成為亞洲領先的線上設計知識平台；
「設計光譜」將於 11 月
舉行展覽以祝賀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五周年，彰顯過去二十五年來本地設計力量的
創意發展；今年「BODW 城區活動」亦以「二十而立：深思‧煥然‧一新」為主題，將
在 11 至 12 月夥拍香港多個創意社群於全港各區舉辦社區活動，啟發創意交流；以及
Fashion Asia Hong Kong 將在 12 月舉行以「元宇宙」為焦點的時尚展覽與年度論壇等。
（詳見附件二：香港設計中心二十年慶祝活動）
香港設計中心二十周年慶祝活動啟動禮由香港設計中心主席嚴志明教授主持，副主席陳
一枬教授及行政總裁黃偉祖博士陪同，並獲創意香港助理總監袁賽芳女士、設計營商周
2022 策略夥伴代表荷蘭駐港總領事館總領事丘德仁（Arjen van den Berg）先生，以及
2021 年度 DFA 世界傑出華人設計師獎得主兼靳劉高設計創辦人劉小康先生等出席支持。
香港設計中心主席嚴志明教授表示：「香港設計中心過去二十年來致力推動與弘揚香港
設計，創立不同平台讓本地以至亞洲同業互相交流，表彰優秀設計，同時鼓勵年輕設計
師發揮創意，傳承行業薪火。今年香港設計中心慶祝成立二十周年，正值香港特別行政
區成立二十五周年，繼往開來，香港設計中心將秉持初心，致力搭建設計與社會交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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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實橋樑，與大家攜手構建可持續社區，鞏固香港作為亞洲設計之都的地位。」
香港設計中心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支持下，將會於 2024 年落戶深水埗，為香港建
立一個嶄新的設計及時裝基地，並與業界攜手邁進未來。
另外，香港設計中心將於 2022 年 5 月 21 日至 29 日，在荃灣南豐紗廠紗廠坊舉行「DFA
設計獎展覽：創新設計 重塑時代」
，為二十周年打開頭炮，介紹五個不同設計獎項，包
括：
「DFA 亞洲設計終身成就獎」
、
「DFA 設計領袖獎」
、
「DFA 世界傑出華人設計師」
、
「DFA
亞洲最具影響力設計獎」及「DFA 香港青年設計才俊獎」
，近 200 個 2021 年的得獎單位
及項目，琳瑯滿目、各具特色、創意無限。
圖片說明：
圖一
（左起）香港設計中心行政
總裁黃偉祖博士、2021 年
度 DFA 世界傑出華人設計
師得主兼靳劉高設計創辦
人劉小康先生、荷蘭駐港總
領事丘德仁（Arjen van den
Berg）先生、香港設計中心
主席嚴志明教授、創意香港
助理總監袁賽芳女士、香港
設計中心副主席陳一枬教
授及 DFA 設計獎督導委員
會主席盧永強先生主持香
港設計中心成立二十周年
啟動禮。
圖二
現場展示 2021 年度 DFA 世
界傑出華人設計師得主兼
靳劉高設計創辦人劉小康
先生多年來飲譽業界的標
誌性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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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DFA 設計獎展覽：創新設
計 重塑時代」，於 2022 年
5 月 21 日至 29 日在荃灣南
豐紗廠紗廠坊，展示近 200
個得獎單位的設計，公眾可
免費參觀。

圖四
三 位 環 球 設 計先 驅 獲 得
2021 年度 DFA 設計獎的個
人大獎嘉許，分別為：
- DFA 亞洲設計終 身成
就獎：哈佛大學陳曾熙
公共衛 生學 院常 駐教
授 Patrick Whitney (右)
- DFA 設計領袖獎：雷蛇
(Razer Inc.)行政總裁兼
聯合創辦人陳民亮
(左)
- DFA 世界傑出華人設計
師：靳劉高設計創辦人
劉小康 (中)
圖五
2021 年度共有 180 個單位
獲頒 DFA 亞洲最具影響力
設計獎的不同獎項，足見香
港以及亞洲區內設計同業
人才濟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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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十六位 2021 年度 DFA 香港
青年設計才俊獎得主憑獨
特前衞的設計嶄露頭角，傳
承行業薪火。

高清圖片下載：https://bit.ly/3sKTyRB

關於香港設計中心（www.hkdesigncentr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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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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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意香港」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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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創意香港」(www.createhk.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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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贊助香港設計中心的多項活動，以推廣香港設計。
此新聞稿由文心公關顧問有限公司代香港設計中心發佈。
傳媒查詢，請聯絡：
鄭堅楚 Danny CHENG|+ 852 3749 9878 / 9035 4994| danny.cheng@mansumpr.com
巫凱宜 Christy MO|+ 852 3749 9878 / 9315 0111| christy.mo@mansump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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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香港設計中心二十年里程碑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6
2011

2012

2016
2017
2018

2019

2021
2024

事項
香港設計中心成立
推出首屆「設計營商周」*(BODW)，為香港設計中心年度旗艦活動，是亞洲
區內一項舉足輕重的國際設計界盛事
推出首屆「DFA 設計獎」*，表揚能夠融合設計與科技，推動可持續發展，
具社會效益及反映亞洲文化精粹的設計
推出首屆「設計創新機」，為「設計智識周」*(KODW) 的前身
推出首屆「設計智識周」*(KODW) （前身為「設計創新機」），讓設計師
與企業家掌握全球設計與創新研究的最新趨勢，充分利用設計推動創新項
目
成立「設計知識學院」(IDK)，針對高級行政人員與決策者，以創新設計和設
計管理知識為導向，通過小組形式互動交流、經驗共享的精要課程；以及
推出「設計創業培育計劃」*(DIP)，旨在培育並協助剛起步階段的設計公司
成長
推出首屆「Fashion Asia Hong Kong」*(FAHK)，討論時裝商業版圖的變化及
最新行業趨勢，及推出「時裝創業培育計劃」*(FIP)
為「設計創業培育計劃」*(DIP)及「時裝創業培育計劃」*(FIP)而設的全新培
育中心開幕，以培育本地設計師與品牌
推出「設計#香港地」，為期三年的計劃，旨在以設計勾劃令香港人產生共
鳴的地區文化，帶領旅客深度了解地道設計等；「Unleash!設計思維‧無限可
能」旨在擴闊香港各行各業對設計思維的理解和應用，推動以人為本的設
計，和創新在 21 世紀的重要價值；「BODW 城區活動」*，為創意商業及
社群的城區起動計劃，通過品牌、企業、機構及學院合作，藉一系列設計相
關活動，連繫全城創意力量
推出「設計光譜」*，為香港設計中心首個面向公眾的平台，由 2019 至 2022
年間於灣仔茂蘿街 7 號定期策展和舉辦主題展覽和活動，展示香港及區內
的優秀設計
推出全新設計知識數碼平台「bodw+」，為環球大眾帶來全年精彩設計資訊
及趨勢
香港設計中心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支持，將於 2024 年落戶深水埗，建
立一個嶄新的設計及時裝基地*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意香港」贊助

6

附件二：香港設計中心二十周年慶祝活動
日期
5 月 21 至 29 日

7月
9 月至 10 月

11 月

11 月至 12 月

12 月

活動
內容
「DFA 設計獎展覽：創新 介紹 DFA 設計獎的五個不同設計獎項，
設計 重塑時代」*
包括：
「DFA 亞洲設計終身成就獎」
、
「DFA
設計領袖獎」、「DFA 世界傑出華人設計
師」、「DFA 亞洲最具影響力設計獎」及
「DFA 香港青年設計才俊獎」，並展示
2021 年度近 200 個得獎單位及項目。
正式推出「bodw+」全新 提供最新設計知識及資訊，目標是成為
互動設計知識數碼平台
亞洲首屈一指的線上設計知識平台。
「設計智識周」(KODW) 活動包括英語電視頻道論壇直播、即時
對話、網上及實體工作坊及大師班、高端
業界交流活動和設計及創新領袖論壇暨
晚宴。
舉辦「設計光譜」展覽
正值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五周年，
展覽將展示過去二十五年來本地設計力
量的創意發展。
「BODW 城區活動」─「二 「設計營商周」(BODW)的延伸活動，夥
十而立：深思‧煥然‧一 拍香港多個創意社群於全港各區舉辦社
新」
區活動，啟發創意交流。
Fashion Asia Hong Kong* 以「元宇宙」為焦點舉辦時尚展覽與年度
論壇。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意香港」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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