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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实时发布 

 

 2017 年「DFA设计奖」 
表彰世界杰出设计项目及精英 

 

（中国， 2017 年 10 月 31 日）香港汇聚来自各地的创意人才，使本地成为国际设计行业中

推动创意的枢纽。 2017年度「DFA设计奖」将颁发奖项给予超过 200位创意设计人才及优

秀设计项目 ，以表扬可持续发展的设计概念对提高亚洲生活品质的贡献。 「DFA设计奖」

透过五个不同设计奖项计划，嘉许卓越设计及杰出人才，于本地及国际设计界别具影响力。 

  

今年的「 DFA 设计奖」奖项来自世界各地，包括：一个「 DFA 亚洲设计终身成就奖」 、一个「 DFA 设

计领袖奖」 、一个「 DFA 世界杰出华人设计师」 、 186 个「 DFA 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奖」 ，

及 17 个「 DFA 香港青年设计才俊奖」 。 

  

由香港设计中心主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创意香港为主要赞助机构的「 DFA 设计奖」，本年

度颁奖典礼将于 12 月 6 及 8 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此奖项志在表彰杰出的设计人才、

促进创意行业的发展，以及为具影响力的设计师和商业领袖，提供交流平台。 

  

香港设计中心董事会主席严志明教授表示：「香港设计中心一直致力表扬透过设计改善生活品

质、推动社会创新和保护文化传统的设计师和设计作品。 经过多年努力，我很高兴『DFA设计

奖』成为设计行业内其中一个声誉卓著、举足轻重的奖项，乐见今年『DFA 亚洲最具影响力设

计奖』 参加作品数目比去年增加 15%，同时很多作品也在应对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DFA

香港青年设计才俊奖』 的参加者也比去年多出 9%。 」 

  

设计界最高荣誉 

设计不仅是视觉上的美，也是一种态度及创意创新的表态。「DFA 设计奖」表扬设计精英、优

秀项目及青年设计才俊。 当中，多个奖项更是给设计领袖的最高荣誉和肯定。 今年，「DFA亚

洲设计终身成就奖」的得奖者是日本殿堂级时装设计大师－－ 山本耀司（Yohji YAMAMOTO）

先生；「DFA 设计领袖奖」 由酒店界名人 Adrian ZECHA 先生荣获；「 DFA 世界杰出华人设计师」

授予有「香港设计之父」之称的陈幼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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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A 亚洲设计终身成就奖（ DFA LAA ） 

旨在表扬终身为设计专业及亚洲社会作出深远而重大贡献，并受设计业界敬仰而受尊崇的人

士。 得奖者的骄人成就备受广泛赞誉，身兼设计大使的角色，以其成就教化亚洲及世界各地，

推动设计的广泛用途和鉴赏。 

 
2017年得奖者： 

 
拍摄：Kazumi Kurigami 

山本耀司（Yohji YAMAMOTO） 

设计师 
  
日本殿堂级时装设计大师山本耀司活跃于时装界  45 年 ，其前卫独

特风格的设计，自  1977 年首度在东京亮相后，便一直享誉国际，

于  1981 年在巴黎推出首个时装系列，并于  2002 年  获邀为品

牌 Y-3 担任创意总监。 山本先生对时装界的贡献深受国际认同，荣

获多个殊荣，包括法国艺文界的最高荣誉－－「法国艺术与文化勋

章」。 

 

DFA 设计领袖奖（ DFA DLA ） 

此奖项嘉许有策略地善用设计，并取得持续且卓越商业成就的企业领袖翘楚。 得奖者对于所在

机构及国际社群间推动设计不遗余力。 

 
2017年得奖者： 

 

Adrian ZECHA  
吉合睦（ General Hotel Management ）非执行主席 

阿瑟莱 （ Azerai ）、安缦度假酒店（ Amanresorts ） 创始人 
  
Zecha 先生是豪华酒店和度假村的创新先驱和营运商之一。 在超过 45

年的期间，他不单创立世界知名的安缦度假酒店，同时成立了一系列

酒店管理公司，构思和发展超过一百间酒店，对酒店业的远见卓识被

举世公认。 2017年，Zecha先生与其团队推出新的酒店品牌「Azerai」，

以可负担的价格得到豪华享受的卖点，为酒店业带来全新基准。 

 

DFA 世界杰出华人设计师（ DFA WOCD ） 

此奖项肯定华裔设计师在全球的贡献，颁予拥有杰出设计成就、国际知名的华裔设计师。 得奖

者于学术研究、实践应用、社会意识和责任的范畴上都有深远影响。 

 
2017年得奖者： 

 

陈幼坚  

设计师、品牌顾问及艺术家 

陈幼坚设计公司创办人 
 
香港土生土长的陈氏于 1970 年 中五理科毕业后，修读十个月夜间设

计课程，并从学徒开始，于十年间任职于四间跨国广告公司的创意和

美术部门，并于 1980 年成立陈幼坚设计公司至今。 在 47 年间的广

告及设计工作中，陈氏共获超过 600 项殊荣，其「东情西韵」设计风

格深受国际设计业和艺术界推崇，为众多年轻设计师带来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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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卓越设计致敬 

「DFA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奖」 旨在突显优秀设计对提高生活品质的重要性，评审准则分为四

大主要范畴：对亚洲的影响力、整体的卓越表现、科技的应用、和商业及社会上的成就。 奖项

嘉许体现亚洲美学的设计项目，从而为世界各地带来新的设计潮流。 

  

2017 年，奖项共收到超过 1,000 件来自 23 个不同经济体系的作品，印证亚洲设计动力的增

长；当中来自中国大陆的作品数目为最多，其次为香港。评审团队由行业领导者和专家组成，

评选出 186 个杰出的设计项目，当中包括 16 个大奖或相关奖项、 170 个来自四大领域(共 26

个组别)的组别奖项；当中，日本的得奖作品数目居首，其次是中国大陆和香港。 

  

培育设计新势力 

香港作为亚洲的设计枢纽，一直是通向国际舞台之门。「 DFA 香港青年设计才俊奖」 旨在提

供一个重要平台，嘉许本地 35 岁或以下年轻设计师，及保持香港的竞争优势。今年，共有 17

位设计师或设计毕业生获得此奖项，当中 13 位将可获高达港币 500,000 港元的赞助，远赴海

外进行为期 6 至 12 个月的实习或进修，从而拓展国际设计视野，并为香港蓬勃发展的创意行

业添加新冲击。 

 

  －完－ 

 
12月「DFA 设计奖」活动详情： 

 
12月 6日  DFA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奖及 DFA 香港青年设计才俊奖颁奖典礼 

12月 7日  设计营商周「DFA：给亚洲设计」论坛 

12月 8日   DFA 亚洲设计终身成就奖、 DFA设计领袖奖 及 DFA世界杰出华人设计师

颁奖典礼 

12月 7至 9日  DFA设计奖展览（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DesignInspire 举行） 

 
图片请于以下链接下载： 

http://www.hkdc.hk/download/awards/dfa_awards_2017_results.zip  
 
 

http://www.hkdc.hk/download/awards/dfa_awards_2017_results.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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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A 设计奖简介 

自 2003 年起，香港设计中心成立「 DFA 设计奖」，透过五个不同设计奖项计划表扬卓越设计

及杰出人物。 五个设计奖项计划包括「DFA亚洲设计终身成就奖」，以表扬终身为设计专业及

对社会有重大贡献 ，并受设计界及设计教育界敬仰和尊崇人士；「DFA设计领袖奖」 嘉许能创

新和有策略地善用设计，取得持续且卓越商业成就的企业领袖翘楚；「DFA 世界杰出华人设计

师」 则赞扬华人设计师在全球的贡献，颁予拥有杰出设计成就、国际知名的华裔设计师；「DFA 亚

洲最具影响力设计奖」表扬各项体现亚洲美学、文化，并在亚洲具影响力、给亚洲设计的项目；

「DFA 香港青年设计才俊奖」 提供财政赞助给本地年轻设计师或设计毕业生赴海外实习或进

修。 多年来，「DFA设计奖」各奖项计划深受香港及亚洲地区设计界支持和认同，迄今已成为

亚洲以至国际别具影响力的设计界奖项。 

www.dfaawards.com  

 

香港设计中心简介 

香港设计中心是于 2001 年成立的非牟利机构，担当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策略伙伴，透过设立多

元化的交流平台，以推动香港成为亚洲设计之都为目标，使命是利用设计思维和创新精神，为

业务创造价值及改善生活品质。 工作主要分为以下五大范畴：联系设计业界、弘扬人才和设计、

启蒙设计企业家、提升设计专业技能、以及融入社会。 

  

香港设计中心旗舰项目包括： 设计营商周 (BODW / 自 2002 年举办 ) - 亚洲最具领导地位的设

计、品牌和创新界盛事；DFA 设计奖 (自 2003 年举办 ) -从亚洲观点而设的最受肯定设计奖项；

设计创业培育计划 (DIP / 自 2012 年举办 ) - 为期两年的培育计划，旨在启蒙未来设计企业

家； FASHION ASIA HONG KONG（自 2016 年举办）- 旨在鼓励多领域跨界合作和交流，宣传

香港在亚洲时装设计和贸易发展方面的核心地位；设计「智」识周 (KODW / 自 2006 年举办 ) - 年

度主题式设计知识交流平台，以设计迎接社会上的种种挑战。 

www.hkdesigncentre.org  

 
 

媒体联络 

如有需更多资料，请致电 +852 2915 1234 联络 Sinclair： 

Sai Roshini Daswani | sairoshini@sinclaircomms.com  
Hannah Hodson | hannah@sinclaircomms.com  
Wing Ng | wing@sinclaircomms.com  
 
香港设计中心： 

Kiki Fung | kiki.fung@hkdesigncentre.org | + 852 3793 8450 
Ivan Kwok | ivan.kwok@hkdesigncentre.org | +852 3793 8445 
  

http://www.dfaawards.com/
http://www.hkdesigncentre.org/
mailto:kiki.fung@hkdesigncentre.org
mailto:ivan.kwok@hkdesigncentr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