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即時發放] 

 

「#dd 策動：#dd 創玩 24」  明晚 6 時起連續 24 小時無間斷創意體驗探索灣仔日與夜 

感受時間、空間、社區  以設計連繫本地社群發展創意旅遊 

 

（2018 年 12 月 6 日，香港） 由旅遊事務署呈獻，香港設計中心主辦及香港動漫畫聯會任策略

夥伴(與本地漫畫有關的活動及作品)的「#ddHK 設計#香港地」（Design District Hong Kong）將於 

明天(12月 7日) 下午 6時起策動一個連續 24小時無間斷的創意活動 --- 「#dd創玩 24」。「#ddHK 

設計#香港地」夥拍一口設計工作室及多個本地創意單位以前身為二級歷史建築的灣仔「綠屋」

茂蘿街 7號地下的公眾休憩空間為創意基地，以設計，勾劃令港人共鳴的地區文化，帶領旅客及

公眾深度飽覽地道設計，帶來不同的創意體驗。 

 

感官一向是設計的導航，「#dd 創玩 24」以「發現不一樣」為主題，讓公眾及遊客投入一趟五感

之旅，透過視覺、聽覺、味覺、嗅覺、觸覺全天候探索灣仔日與夜。10 大創意創玩體驗涵蓋空

間設計、美食、藝術、舞蹈、時裝、運動、親子教育、地方營造和音樂等不同範疇，當中包括：

用味蕾感受美食與創意聯乘之花火；傾聽發現自我潛在可能的聲音導航；時裝與舞蹈於城市不

同空間拼發出的創意氛圍；從運動及冥想感受身體呼吸；親子互換角色，攜手走過灣仔新舊交

融設計的足跡等等；讓本地創意團體發揮所長，展示社區創意的多面性，以設計創造更宜居城

市的力量，讓參與者身心跟隨生活作息的步伐，在同一個空間，感受不同的體驗：探索空間、

活動、時間、人物之間的微妙關係，將旅客與本地社群融為一體，並展開一趟馬拉松式社會實

驗，發現香港創意好風光，讓旅客及公眾體驗不一樣的香港地。  

 

此外，「#dd 創玩 24」更與「#ddHK 設計#香港地」的另一創意焦點項目- 「#dd 創意·營造社區」

在同一時空作創意聯乘。一口設計工作室(One Bite) 集合一眾創意單位，活化灣仔茂蘿街 7號地下

的公眾休憩空間。早前一口設計工作室與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共同以漢字的基本筆畫 (點、撇、捺、

折、弩)化作大型公共傢俱，加上 One Bite 精心設計的巨型「#」多用途公共傢俱，使灣仔茂蘿街

7 號的地下公共空間變得有趣又實用；至於「#dd 創玩 24」則巧妙運用有關公共傢俱及空間設計

進行創意活動，連結區內不同的地道城區景點及社群，從而引發大家思考社區公共空間的功能、

共同建設和諧社區，達致『社區營造』目的，令香港成為更適宜居住的城市，並推廣本地創意

旅遊。 

  



 

 

#dd 策動：#dd 創玩 24 - 十大創意創玩體驗 

時間 內容 創作單位 

12 月 7 日 

1) 《放工啦 ! 》 灣仔派對 

下午 6 時至晚上 9 時 

 

《灣仔街坊講灣仔》講故會 + 有機生

態小食 

 

兩位街坊阿華與阿蕙，在灣仔生活、

參與社區活動，發現灣仔的新與舊，

他們將會在派對中與你細談他們的灣

仔故事，並分享土作坊的有機小食，

以食物創作帶出地區味道。  

主講: We 嘩藍屋 

小食製作: 土作坊 

創意口味啤酒釀製示範* 

 

作為灣仔特色之一，石水渠啤釀酒人

將講解釀製啤酒的基本技巧，並分享

如何利用社區食材等，釀製獨一無二

的創意口味啤酒。誠邀參加者齊齊發

掘啤酒中的「設計#香港地」特色！ 

 

*只招待年滿 18 歲以上人士、並需於

網站  (http://bit.ly/2PKVBUB) 預先登記。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示範:石水渠啤 

梗有一款啱你口味嘅創意飲品 

 

讓創意特飲配上別具風格的飲品瓶，

把設計帶進生活，體現生活就是設

計。 

主理: The Bottle Shop 

 

2) 《創意打氣站》小遊戲 

下午 6 時至晚上 9 時 30 分 

 

 

原來設計裝置都可以好好玩！大家快

來踏上台板，為「設計#香港地」氣球

裝置打氣，同時亦為灣仔「打打

氣」！喚醒童心，令這個晚上再好玩

#dd。 

設計:一口設計工作室(One Bite)  

3) 《原來你未定型》自我發

現之旅   

晚上 10 時至凌晨 12 時 

 

《原來我：未定型》推出短短一個

月，於網上集合了 1000+香港人給予城

市的心聲。現正密鑼緊鼓地把他們的

心意化成實體的聖誕咭，祝福香港

人。今次將於 12 月 7 日現身於

#ddHK，邀請公眾現場進行線上體驗、

線下收聖誕咭、星空下一同祝福互

寄，進行一場《原來你未定型》自我

發現之旅。 

主理:  《原來我》團隊 

 

  



 

 

時間 內容 創作單位 

12 月 8 日 

4)  《舞遊灣仔》時裝 x 

空間探索   

早上 1 時至 3 時 

 

80 後的香港年輕設計師盧聲前以反光

物料發揮創意，探索時裝、人、動

態、光線的關係。 

 

灣仔的不同角落將幻化成舞者陳家蔚

的時裝舞台，以舞蹈描畫城市輪廓，

演繹出時裝、舞蹈與城市空間的不同

美態，讓公眾及遊客以另一角度探索

灣仔。 

時裝設計: 盧聲前 (PLOTZ) 

舞者: 陳家蔚 Kiwi Chan 

5) 《發現不一樣》  

早上 3 時至 5 時 30 分 

回到創意基地，透過傢俱的重新組

合，創造讓思緒沉澱的休憩空間，準

備發現更多的「不一樣」。 

-- 

6)《日出瑜伽》  

早上 6 時至 8 時 

 

在黎明劃破黑夜長空的一剎那，身體

傾聽著灣仔獨有的呼吸聲伸展，在瑜

伽導師帶領下放鬆身心，以美好的心

情迎接灣仔晨曦的日出曙光。 

導師:梁惠婷 Delia Indra Yoga 

7) 《早晨! 徒手健身班》  

早上 8 時至 10 時 

  

健身不只是大隻佬的專屬運動。不用

任何健身器材，以最 organic 的方式，

利用自身重量作鍛鍊，連老人家都可

以嘗試的徒手健身運動。 

名額: 50個 

Foodyfree 導師: 蕭明如 Shirley Siu 

8) 《童遊灣仔》親子創意工

作坊  

早上 10 時 30 分至中午 12 時

30 分 

 

親子信任大挑戰，家長化身團友，全

程由「細路」帶隊遊灣仔！招募富冒

險精神的小朋友擔任領隊，闖入新舊

交融的灣仔區，由戰前樓宇、法定古

蹟走到現代建築及公共空間，限時內

到達指定地點，並完成神秘任務，讓

一班小小規劃師建構未來理想生活空

間！ 

 

* 歡迎 6-10歲小朋友參加！ 

名額: 15個親子組別  

(網上預先登記名額已滿，欲查詢報名

情況，請聯絡 Hello@ohmykids.org） 

主理: ohmykids 

  



 

時間 內容 創作單位 

9) 地方營造公眾論壇  

下午 1 時至 3 時 

 

融洽愉悅的社區，靠賴每個個體的參與

及共同創造。這場社區營造公眾論壇希

望滙聚不同專業人士及區內大眾，以分

享自身和其他城市的經驗，推動人人參

與社區營造的理念。 

 

第一節 (下午 1時至 1時 35分)： 

社區營造中 – 發掘不一樣灣仔 

 

第二節 (下午 1時 40分至 2時 15分)： 

社區營造中 – 發現不一樣城市 

 

第三節 (2時 20分至 3時)： 

社區營造 – 設計口號還是設計未來？ 

講者:  

香港建築中心主席 陳翠兒女士 

香港藝術中心總幹事 林淑儀女士 

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

系教授伍美琴教授 

聖雅各福群會 「We 嘩藍屋計劃」

建築委員會主席楊光輝先生 

10) 《地道音樂騷》 

下午 3 時至 6 時 

 

 

三組本地樂隊及歌手以最地道的音樂、

最具港味的聲音，展示本地音樂人對音

樂創作的熱情，讓大家重新認識香港獨

立音樂！ 

音樂總監: 李端嫻 

表演單位 : Arm Charm (嘉賓歌手

「女流」迷人歌女盧敏 )、李拾

壹、Nowhere Boys 

 

#dd 策動：#dd 創玩 24 

日期：  2018年 12月 7日至 8日 

時間：  下午 6時至翌日下午 6時 

地點：  灣仔茂蘿街 7號及周邊 

 

關於設計#香港地 

#ddHK設計#香港地(Design District Hong Kong)是一個以創意及設計促進區域深度旅遊發展的三年創意項目，

為旅客及大眾提供全新的城市旅遊探索藍圖，同時體現香港設計中心以設計和創新來創造價值及改善社

區生活質素的宗旨。2018 年，#ddHK 設計#香港地以「連城：香港故事」為主題，項目由旅遊事務署呈獻

及香港設計中心主辦，香港動漫畫聯會任策略夥伴(與本地動漫有關的活動及作品)。 

 

關於香港設計中心 

香港設計中心乃於 2001 年成立的非牟利機構，擔當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策略夥伴，透過設立 多元化的交

流平台，以推動香港成為亞洲設計之都為目標，使命是利用設計思維和創新精神， 為業務創造價值及改

善生活質素。工作主要分為以下五大範疇：聯繫業界、弘揚人才、啟蒙 創業、突顯專業、以及融入社

會。  

 

香港設計中心旗艦項目包括：設計營商周 (自 2002 年舉辦) 亞洲最具領導地位之設計、品牌和 創新界盛

事；DFA 設計獎 (自 2003 年舉辦) 從亞洲觀點而設的最受肯定設計獎項；設計創業培 育計劃 (自 2012 年舉

辦) 及 時裝創業培育計劃 (自 2017 年舉辦)爲期兩年的培育計劃，旨在啓 蒙未來設計企業家；FASHION 

ASIA HONG KONG (自 2016 年舉辦) — 旨在鼓勵多領域跨界合作 和交流，宣傳香港在亞洲時裝設計和貿易

發展方面的核心地位；設計「智」識周 (自 2006 年 舉辦) — 年度主題式設計知識交流平台，以設計迎接社

會上的種種挑戰。 

 

新聞稿由 Dynamic Duo (DDPR)代為發放。如有查詢，請聯絡： 

Kallista Yeung   電話：9214 1628   電郵：kallista@ddpr.com.hk 

Witty Lau    電話：6705 4202   電郵：witty@ddpr.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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