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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发布 

香港 首个创意旅游发展计划「 #ddHK 设计 # 香港地」正式启动 

全新创意设计「 #dd 点子」带动全城发掘街头转角创意灵感 

连接本地创意群体及小区力量 发现不一样的香港地 

  
即日至 2021 年      湾仔区一带 

#ddHK 设计 # 香港地 

  
（香港，2019 年 3 月 27 日） 「#ddHK 设计#香港地」今日正式启动， 由即日起至 2021 年成为小区及

市民游客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此为期三年 (2018/19-2020/21) 的香港创意旅游发展计划，由香

港旅游事务署呈献及香港设计中心主办，并由香港动漫画联会担任策略伙伴（与本地漫画有关之作

品），  自去年底开始预览。  「设计#香港地」今年首季将新增六项融入湾仔区内的全新创意设计

「#dd 点子」 ，以「 Pop ！ 灵感在转角」为主题，透过超过五十件散落在湾仔区的设计及艺术作品、

三条步行路线，以及多款不同主题的导赏团，引领公众在大街小巷中找到灵感，思考小区中不同公共空

间的功能性与可能性，让市民心系小区之余，更吸引世界各地游客到访， 发掘出更多面的香港地。 

  
「设计#香港地」启动礼于今天在其中两个「#dd 点子」—位于菲林明道花园的 「#游多 dd」及「#坐

多 dd」作背景下展开，主礼嘉宾包括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先生，GBS，JP、 旅游事务专员黄智

祖先生、香港设计中心主席严志明教授以及香港动漫画联会理事温绍伦先生，连同各个创意伙伴，正式

将充满无限惊喜、贯连湾仔历史及全区的「城区设计廊」，呈献给所有香港人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先生， GBS ， JP 表示：「透过推展『设计 # 香港地』这个项目，希望政

府起牵头作用，带动其他团体参与，最终用生活化的设计手法向国际展示香港形象，同时推动本地创意

产业发展。 这个为期三年的项目并非只为了旅客而展开，而是用设计方式，由本地及国际设计师与小区

人士共同协作，发掘出湾仔区的地道文化特色，为本地年轻设计师提供发挥机会之余，亦美化了小区环

境，让市民更能心系小区。 」 

 
香港设计中心主席严志明教授 表示：「 除了以『设计』道出本地故事及文化特色，『设计 # 香港地』

其实是香港首个以城区为规模的地方营造项目。 要将『空间』（space）转化成『地方』（place） ，最

重要的是人的参与，『设计#香港地』透过于公共空间布置各式别具心思的硬件及软件设计，令这些地

方可以聚集人群，甚至引发创意， 达到地方有机自然地发展，变得更有特色和活力。 」 

  
透过与创意伙伴一口设计工作室及 HKwalls 合作，「设计#香港地」将六个新增的「#dd 点子」创意设

计项目以不同形式带进城市角落，包括「#游多 dd」、「#坐多 dd」、「#行多 dd」、「#笑多 dd」、

「#绿多 dd」以及「#画多 ddHKWALLS」，透过以人为本、功能性和创新的设计连系社区各人。是次计

划更特意邀请到本地涂鸦艺术家「渠王」，以其独有的书写风格，设计出一架充满本土特色且内藏玄机

的电车，上面更有两组数字，隐藏是次计划的资讯，留待市民发掘。电车将于于 3 月 27 日至 4 月 26

日期间为市民服务。每个「点子」不但让市民随时在转角发现设计灵感，更体验到香港的历史文化故事。

此外，于去年底推出的其他「#dd 点子」—「#写多 dd」及「#讲多 dd」，以及由新媒体大师藤幡正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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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奥沙艺术基金会制作的「#dd 推介」扩增实境公共艺术作品《HKACT! Act 1 BeHere》，将继续供

公众及游客体验。各项创意设计详情，请参阅附件。 

 
-完- 

  
关注「设计#香港地」最新消息： 

www.designdistrict.hk 
Facebook: www.facebook.com/designdistricthk 
Instagram: www.instagram.com/designdistricthk_ddhk 
  
图片： 

高解像度图片可在以下连结下载 

网址：http://gallery.sinclaircomms.com  

密码：talkofthetown 

  

 

标题：「设计#香港地」今日起正式启动，一众主礼嘉宾、赞助、合作伙伴、创

意伙伴、设计师、艺术家、市民及游客共同参与启动礼 

 

标题：「设计#香港地」今日起正式启动，一众主礼嘉宾、赞助、合作伙伴、创

意伙伴、设计师、艺术家、市民及游客共同参与启动礼 

http://www.designdistrict.hk/en/home/
file://///scfs01/share/Sinclair%20Communications/CLIENTS/%23ddHK%20by%20HKDC/Press%20office/Press%20Release/www.facebook.com/designdistricthk
file://///scfs01/share/Sinclair%20Communications/CLIENTS/%23ddHK%20by%20HKDC/Press%20office/Press%20Release/www.instagram.com/designdistricthk_ddhk
http://gallery.sinclaircomms.com/


 

3 
 

  

标题：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先

生，GBS，JP 为启动礼致辞 

标题：香港设计中心主席严志明教授为

启动礼致辞 

 

 

标题：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先

生，GBS，JP 及香港设计中心主席严志

明教授与市民一同参与「织织复织织，

你我都会织」花瓶编织工作坊 

标题：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先

生，GBS，JP 及香港设计中心主席严志

明教授与传媒会面，带领电车导赏团及

展示柯布连道电车站「#笑多 dd」创意

设计 

 
 

标题：本地涂鸦艺术家「渠王」独家设

计期间限定「设计#香港地」电车 

标题：本地涂鸦艺术家「渠王」独家设

计期间限定「设计#香港地」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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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画多 ddHKWALLS」其中一幅

位于邓肇坚维多利亚官立中学的墙画 

标题：「#画多 ddHKWALLS」其中一幅

位于东华百周年纪念广场花园的墙画 

  
关于设计#香港地 

【设计#香港地】是一个以创意及设计促进区域深度旅游发展的三年创意项目(2018/19-2020/21)，以

「城区设计廊」为概念，推动湾仔及深水埗成为香港具活力的创意旅游中心。由 1840 年代旧湾仔海岸

线出发，由南至北、东至西，涵盖不同设计范畴，以原创的设计理念、传统工艺、独特的建筑及富地区

故事色彩的街头活动及装置，连结区内不同地道景点。在深水埗，项目将透过举办年度大型时装活动，

促进该区成为香港的时装及设计新基地。 

 
项目由旅游事务署呈献及香港设计中心主办，香港动漫画联会任策略伙伴(与本地动漫有关的活动及作

品)，为旅客及大众提供全新的城市旅游探索蓝图，同时体现香港设计中心以设计和创新来创造价值及

改善社区生活质素的宗旨。重点计划包括#dd 推介、#dd 点子及#dd 策动。  

 
关于香港设计中心 

香港设计中心乃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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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生活质素。工作主要分为以下五大范畴：联系业界、弘扬人才、启蒙创业、突显专业，以及融入社

会。 

  
香港设计中心旗舰项目包括：设计营商周(自 2002 年举办) —亚洲最具领导地位之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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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2 

年举办) 及时装创业培育计划(自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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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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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查询，请致电 (852) 2915 1234 联络 Sinclair： 

Vivian Tsang  | vivian@sinclaircomms.com | (852) 9509 0023 
Jane Li   | jane@sinclaircomms.com  | (852) 6399 7421 
Wing Ng | wing@sinclaircomms.com   | (852) 6106 8695 

 
  

mailto:vivian@sinclaircomms.com
mailto:jane@sinclaircomms.com
mailto:%7C%20wing@sinclaircom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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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dd 点子」及「#dd 推介」详细资料 

「#dd 点子」 设计及协作

单位 

设计概念 图片 

「 #游多 dd」 

菲林明道花园 

2019 年 

3 月 27 日至 

5 月 31 日 

一口设计工

作室 

外型模拟计划名称「#ddHK」，「#游

多 dd」一套五组具备不同功能的互动

装置以创意空间连结市民、日常生活及

公共空间 。 

 

「#ddHK」每件装置均希望让用家发掘

「不一样」：通过「#」的展板了解整

个计划的策展理念，发现不一样的香港

地；紧接着的「d」设有曲面镜，希望

引发用家以不一样的角度观看事物；第

二个「d」设有高低曲折的通道，用家

可以不一样的方式游走其间；「H」中

间的长凳可随情况移动，用家可以不同

方式互动、休憩；「K」可化身为表演

舞台，鼓励大家发掘各种不一样的玩乐

方法。透过不同的设计与组装，吸引游

客及居民参观、并鼓励用家可发挥创

意，多享用公共空间。 

 

 

 

 

 
「#坐多 dd」菲

林明道花园 

2019 年 

3 月 27 日至 

5 月 31 日 

一口设计工

作室 

香港知专设

计学院建筑

系师生 

破格空间 

「#坐多 dd」由香港知专设计学院建筑

系师生合力创作而成，透过十件以中文

字笔划为形状的公共家具，表达出中文

字的美，同时增加空间变化的可能性。 

 

公共家具加入传统藤编元素，编织品由

破格空间带领的公众工作坊共同编织而

成，在传承传统文化之余，这组家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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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增添色彩，让大家坐多一会

儿，一起享受多一点、想像多一点。 

 
「 #行多 dd」 

柯布连道行人天

桥 

2019 年 

3 月 27 日至 

6 月 23 日 

 

一口设计工

作室 

&dear 

 

柯布连道行人天桥是香港最繁忙的行

人天桥之一。在重新构想公共空间

时，「#行多 dd」参考香港的季节变化

特色，在行人天桥上增添色彩丰富的

四季动植物插画，让终日忙忙碌碌的

都市人能放慢脚步，细心欣赏近在咫

尺的大自然，同时为游客提供全新的

体验。 

 
以香港本地动植物为主题，如黑脸琵

鹭、银耳相思、洋紫荆、香港杜鹃

等，把香港四季变化的特色带进湾仔

最繁忙的地带。在设计当中更隐藏了

湾仔区的地标建筑和城市元素，包括

蓝屋、湾仔街市及会议展览中心，以

突显湾仔与大自然的密切关系。 

 
另外，设计中更隐藏了让人会心微笑

的潮语，在忙碌的生活中为大家增添

一点欢笑，一点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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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多 dd」 

卢押道及柯布连

道电车站 

2019 年 

3 月 27 日至 

9 月底 

 

一口设计工

作室 

 

 

由「#ddHK 设计#香港地」与香港电车

携手，「#笑多 dd」设于湾仔柯布连道

及卢押道的两个电车站，以笑脸贴纸

协助乘客辨别排队上车的方向，展示

设计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设计亦包

含希望能唤起更多笑声故事的寓意。 

 

 
「#绿多 dd」 

庄士敦道电车轨 

2019 年 

3 月 27 日至 

4 月底 

 

一口设计工

作室 

 

 

由「#ddHK 设计#香港地」与香港电车

携手的「#绿多 dd」，在湾仔庄士敦道

东行线的电车路轨髹上绿色，以一笔

绿意为城市增添活力，同时提醒驾驶

者及道路使用者留意道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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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多

ddHKWALLS 」 

湾仔各处 

2019 年 

3 月 23 日至 

2021 年 2 月 

HKwalls 
香港及海外

艺术家 

 

「#ddHK 设计#香港地」与 HKwalls 合

作呈献「#画多 ddHKWALLS 」，广邀

多位本地及海外艺术家参与项目，于

湾仔一带逾三十幅公共和私人建筑物

外墙手绘墙画，将设计艺术带入社

区，展现城区设计廊魅力。参与项目

的建筑物包括摩理臣山游泳池、邓肇

坚维多利亚官立中学、职业训练局大

楼等，完整的参与艺术家名单请参阅

附件二。 

 
当中柯布连道电车站于即日起至 3 月

31 日，展示一幅以龙为主题的三联

画。 「龙」一直是传统中国文化的代

表图腾，在香港这个现代城市仍然发

现这个文化象征，如大坑舞火龙。这

位来自南非的纹身师傅及艺术家 Rich 

Phipson，亦深受香港的庙宇及龙的中

式文化元素影响，并将之融入其刺青

作品风格中，拼除复杂的设计，简化

线条勾勒出二维图案，成为柯布连道

电车站独特的手绘画作。 

 
是次合作更特意邀请到本地涂鸦艺术家

「渠王」以其独有的书写风格，设计出

一架充满本土地道特色的电车，且内藏

玄机的电车。车身除了渠王广告的经典

字句如「免棚」及「通渠」外，更藏有

两组数字「077543」代表「你猜猜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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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而「03230331」则是 HKwalls 今

届艺术节之日期。 

 
电车将于于 3 月 27 日至 4 月 26 日期

间为市民服务，不但让市民随时在转角

发现设计灵感，更体验到香港的历史文

化故事。 

 
「#写多 dd 」 

港湾消防局闸门 

即日至 

2021 年 2 月 

一口设计工

作室 

陈浚人 

郭家荣 

蔡剑虹 

胡卓斌 

麦綮桁 

五位平面设计师以不同字型及字体在

红色风琴形的消防局闸门上，设计了

五组「消防局」的中英文字体，突显

香港独特的双语文化之余，亦以此向

香港消防服务致敬。 
 

「#讲多 dd 」 

即日至 

2021 年 2 月 

一口设计工

作室 

香港艺术学

院 

1. 香港藝術中心正門（地面） - 黃敏

靖 

随着香港发展，原湾仔海岸线由皇

后大道东一带，一路北移。现时湾

仔北多为商业用地，有别于充斥唐

楼、旧式大厦的东南区，湾仔北的

天际线由各摩天大楼轮廓组成。设

计师以此建筑特色为题，于同样具

几何风格的香港艺术中心正门地面

创作，以设计讲述这区不一样的建

筑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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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利東街街口 （面向皇后大道東）

（地面） - 李佩羲 

利东街是一条承载香港人集体回忆

的湾仔地标街道。 70、80 年代大

小印刷店林立，准备结婚的新人必

会到此一趟，选购囍帖。设计师以

此为创作灵感，透过设计，突显利

东街地方特色及唤醒香港人对利东

街的集体回忆。 

 

 
 

  3. 石水渠街街口（皇后大道东与石水

渠街交界）（地面） - 丘卓妮 

设计师选择于石水渠街这个充满老

香港人情味的地方，以邻舍关系为

题，将地面变成香港家庭典型饭

厅，代表石水渠街社区的凝聚力，

唤醒大家与亲朋好友食饭共聚的美

好时光。 

 
 

  4. 修顿游乐场入口（面向轩尼诗道）

（地面） - 冯正权 

修顿球场一直是湾仔街坊们的老地

方、孩子们的玩乐天堂，亦曾是一

到晚上便会大变身的「大笡地」。

时至今日，修顿仍旧人来人往，为

街坊、打工仔提供一片休息、娱

乐、互动的喘息空间。设计师便以

此为灵感，选择于湾仔这个心脏地

带创作以人形标志为主角的路面创

作，趣味地表达湾仔忙碌的街景，

你又找到自己的影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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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 推介」 设计及协作

单位 

设计概念 图片 

《HKACT! Act 1 

BeHere》 

湾仔各处 

即日至 

2019 年 5 月底 

新媒体艺术

大师藤幡正

树 

奥沙艺术基

金会 

 

《HKACT! Act 1 BeHere》由新媒体艺术

大师藤幡正树设计，奥沙艺术基金会

制作，融合扩增实境技术，为公众呈

现 1940 至 70 年代香港居民的生活面

貌。旅客及公众可以使用手机应用程

式，在湾仔 10 个指定地点与回忆实景

形像互动，透过虚拟镜头，带领过去

的人物来到现在。 BeHere 站点包括十

个不同地点：蓝屋、石水渠街花园、

湾仔峡道游乐场、旧湾仔邮政局、利

东街、大王东街休憩处、联发街休憩

处、光明街儿童游乐场、日街及东美

花园。 

 

 

 

附件二：「#画多 ddHKWALLS 」参与艺术家 

 
地图（附件三）

编号 

艺术家 地区 墙画位置 

W1 Wing Chow 美国 大坑坊众福利会 

W2 Onion Peterman 香港 信德街行人天桥 

W3 Chayapong Charuvastr 泰国 维多利亚公园南亭广场 

W4 DEZIO 法国 邓肇坚维多利亚官立中学 

W4 CERS 中国 邓肇坚维多利亚官立中学 

W4 Stephanie Studzinski 香港 邓肇坚维多利亚官立中学 

W4 Insa 英国 邓肇坚维多利亚官立中学 

W4 Muro 西班牙 邓肇坚维多利亚官立中学 

W5 Kwan Clan 中国 摩理臣山游泳池 

W5 Low Bros 德国 摩理臣山游泳池 

W6 Zmogk 俄罗斯 职业训练局大楼 

W7 FLUKE 加拿大 香港专业教育学院 (摩理臣山) 

W8 Kyle Hughes-Odgers 澳洲 赛马会匡智学校 

W9 Florence Traissac 法国 茂萝街 7 号 

W10 Didier Enrico Mathieu 哥伦比亚 东华百周年纪念广场花园 

W11 Calvin Ho  香港 修顿游乐场 

W12 Jasmine Mansbridge 澳洲 大佛口行人天桥 

 



 

12 
 

附件三：「#画多 ddHKWALLS 」墙画位置图

 
 

附件四：《HKACT! Act 1 BeHere》资料页 

艺术家/总监 藤幡正树  

技术总监 川嶋岳史  

三维模型 曽根光挥 

福田泰崇 
 

呈献 旅游事务署 

  

主办 香港设计中心 

  

委约  设计#香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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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 奥沙艺术基金 
 

平台 HKACT! (香港艺术文化及创新科技) 
 

赞助 香港演艺学院舞台及制作艺术学院 
 

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 
   

香港浸会大学 
 

东京艺术大学 
 

支持 湾仔区议会文化及康体事务委员会 
 

合和实业有限公司 
 

利东街管理有限公司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金舞台技术有限公司 
 

太古地产有限公司 
 

 We 哗蓝屋，圣雅各福群会 
 

参考照片原图版

权持有人  

翟伟良 

张伯根 

郑宝鸿 

Clarence. W. Sorensen (由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Librar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 Libraries 提供) 

Estate of Yau Leung 

H. Tam (由南华早报提供) 

Hedda Morrison (由 Harvard Yenching Library 提供) 

K.W. Ng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处提供) 

R. Yung (由南华早报提供) 

Raymond Tang (由南华早报提供) 

Robin Lam (由南华早报提供) 

S. Chuang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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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图书馆 

摄影测量法制作

团队及演员 

Annie Yim  

Jerman Chu  

Lina Lee 

Tracy Giu 

Zora Lai  

Albert Lu 

Annika Lu 

Carson Chung 

Chan Tsan For 

Cheung Chung Man  

Cheung Lin 

David Yeung 

Florence Kwok 

Fung Yui Yin 

Hui Kin Ming 

Ina Guianela Abejero 

Jamie Chan 

Jonathan Lee  

Kacey Wong 

Lam Sau Man  

Lee Ying Chun 

Li Wai Foon  

Lam Cheuk Hung  

Lo Cheuk Wing 

Pennie Leung 

Remedy Chiu 

Veronica But  

Wong Hoi Yin 

Wong Ting Hin  

Yiu Lok Man  

Zhang Tsz Man 

HKACT! 策展顾问 John Aiken 

陈育强 

Charles Merewether 

Jeffrey Sh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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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ACT! 顾问 莫奔 

Lewis Biggs 

Colin Fournier 

高思雅 

Yuko Hasegawa 

罗发礼 

Leon Tan 

Tony Tang 

特别鸣谢 香港基督教服务处 

圣雅各福群会 

Chau Kwan Ying 

蔡敏志 

郭孟浩(蛙王) 

邝锦林 

梁嘉声 

梁蕙群 

梁永康 

胡恩威 

潘荔明 

黄炳培 (又一山人) 

黄玉珍 

禤四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