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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 策动：#dd 创玩 24」  明晚 6 时起连续 24 小时无间断创意体验探索湾仔日与夜 

感受时间、空间、小区  以设计连系本地社群发展创意旅游 

 

（2018 年 12 月 6 日，香港） 由旅游事务署呈献，香港设计中心主办及香港动漫画联会任策略

伙伴(与本地漫画有关的活动及作品)的「#ddHK 设计#香港地」（Design District Hong Kong）将于 

明天(12 月 7 日) 下午 6 时起策动一个连续 24 小时无间断的创意活动 --- 「#dd创玩 24」。「#ddHK 

设计#香港地」伙拍一口设计工作室及多个本地创意单位以前身为二级历史建筑的湾仔「绿屋」

茂萝街 7 号地下的公众休憩空间为创意基地，以设计，勾划令港人共鸣的地区文化，带领旅客及

公众深度饱览地道设计，带来不同的创意体验。 

 

感官一向是设计的导航，「#dd 创玩 24」以「发现不一样」为主题，让公众及游客投入一趟五感

之旅，透过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全天候探索湾仔日与夜。10 大创意创玩体验涵盖空

间设计、美食、艺术、舞蹈、时装、运动、亲子教育、地方营造和音乐等不同范畴，当中包括：

用味蕾感受美食与创意联乘之花火；倾听发现自我潜在可能的声音导航；时装与舞蹈于城市不

同空间拼发出的创意氛围；从运动及冥想感受身体呼吸；亲子互换角色，携手走过湾仔新旧交

融设计的足迹等等；让本地创意团体发挥所长，展示小区创意的多面性，以设计创造更宜居城

市的力量，让参与者身心跟随生活作息的步伐，在同一个空间，感受不同的体验：探索空间、

活动、时间、人物之间的微妙关系，将旅客与本地社群融为一体，并展开一趟马拉松式社会实

验，发现香港创意好风光，让旅客及公众体验不一样的香港地。  

 

此外，「#dd 创玩 24」更与「#ddHK 设计#香港地」的另一创意焦点项目- 「#dd 创意·营造小区」

在同一时空作创意联乘。一口设计工作室(One Bite) 集合一众创意单位，活化湾仔茂萝街 7 号地下

的公众休憩空间。早前一口设计工作室与香港知专设计学院共同以汉字的基本笔画 (点、撇、捺、

折、弩)化作大型公共家具，加上 One Bite 精心设计的巨型「#」多用途公共家具，使湾仔茂萝街

7 号的地下公共空间变得有趣又实用；至于「#dd 创玩 24」则巧妙运用有关公共家具及空间设计

进行创意活动，连结区内不同的地道城区景点及社群，从而引发大家思考小区公共空间的功能、

共同建设和谐小区，达致『小区营造』目的，令香港成为更适宜居住的城市，并推广本地创意

旅游。 

  



 

 

#dd 策动：#dd 创玩 24 - 十大创意创玩体验 

时间 内容 创作单位 

12 月 7 日 

1) 《放工啦 ! 》 湾仔派对 

下午 6 时至晚上 9 时 

 

《湾仔街坊讲湾仔》讲故会 + 有机生

态小食 

 

两位街坊阿华与阿蕙，在湾仔生活、

参与小区活动，发现湾仔的新与旧，

他们将会在派对中与你细谈他们的湾

仔故事，并分享土作坊的有机小食，

以食物创作带出地区味道。  

主讲: We 哗蓝屋 

小食制作: 土作坊 

创意口味啤酒酿制示范* 

 

作为湾仔特色之一，石水渠啤酿酒人

将讲解酿制啤酒的基本技巧，并分享

如何利用小区食材等，酿制独一无二

的创意口味啤酒。诚邀参加者齐齐发

掘啤酒中的「设计#香港地」特色！ 

 

*只招待年满 18 岁以上人士、并需于

网站  (http://bit.ly/2PKVBUB) 预先登记。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额满即止。 

示范:石水渠啤 

梗有一款啱你口味嘅创意饮品 

 

让创意特饮配上别具风格的饮品瓶，

把设计带进生活，体现生活就是设

计。 

主理: The Bottle Shop 

 

2) 《创意打气站》小游戏 

下午 6 时至晚上 9 时 30 分 

 

 

原来设计装置都可以好好玩！大家快

来踏上台板，为「设计#香港地」气球

装置打气，同时亦为湾仔「打打

气」！唤醒童心，令这个晚上再好玩

#dd。 

设计:一口设计工作室(One Bite)  

3) 《原来你未定型》自我发

现之旅   

晚上 10 时至凌晨 12 时 

 

《原来我：未定型》推出短短一个

月，于网上集合了 1000+香港人给予城

市的心声。现正密锣紧鼓地把他们的

心意化成实体的圣诞卡，祝福香港

人。今次将于 12 月 7 日现身于

#ddHK，邀请公众现场进行在线体验、

线下收圣诞卡、星空下一同祝福互

寄，进行一场《原来你未定型》自我

发现之旅。 

主理:  《原来我》团队 

 

  



 

 

时间 内容 创作单位 

12 月 8 日 

4)  《舞游湾仔》时装 x 

空间探索   

早上 1 时至 3 时 

 

80 后的香港年轻设计师卢声前以反光

物料发挥创意，探索时装、人、动

态、光线的关系。 

 

湾仔的不同角落将幻化成舞者陈家蔚

的时装舞台，以舞蹈描画城市轮廓，

演绎出时装、舞蹈与城市空间的不同

美态，让公众及游客以另一角度探索

湾仔。 

时装设计: 卢声前 (PLOTZ) 

舞者: 陈家蔚 Kiwi Chan 

5) 《发现不一样》  

早上 3 时至 5 时 30 分 

回到创意基地，透过家具的重新组

合，创造让思绪沉淀的休憩空间，准

备发现更多的「不一样」。 

-- 

6)《日出瑜伽》  

早上 6 时至 8 时 

 

在黎明划破黑夜长空的一剎那，身体

倾听着湾仔独有的呼吸声伸展，在瑜

伽导师带领下放松身心，以美好的心

情迎接湾仔晨曦的日出曙光。 

导师:梁惠婷 Delia Indra Yoga 

7) 《早晨! 徒手健身班》  

早上 8 时至 10 时 

  

健身不只是大只佬的专属运动。不用

任何健身器材，以最 organic 的方式，

利用自身重量作锻炼，连老人家都可

以尝试的徒手健身运动。 

名额: 50 个 

Foodyfree 导师: 萧明如 Shirley Siu 

8) 《童游湾仔》亲子创意工

作坊  

早上 10 时 30 分至中午 12 时

30 分 

 

亲子信任大挑战，家长化身团友，全

程由「细路」带队游湾仔！招募富冒

险精神的小朋友担任领队，闯入新旧

交融的湾仔区，由战前楼宇、法定古

迹走到现代建筑及公共空间，限时内

到达指定地点，并完成神秘任务，让

一班小小规划师建构未来理想生活空

间！ 

 

* 欢迎 6-10 岁小朋友参加！ 

名额: 15 个亲子组别  

(网上预先登记名额已满，欲查询报名

情况，请联络 Hello@ohmykids.org） 

主理: ohmykids 

  



 

时间 内容 创作单位 

9) 地方营造公众论坛  

下午 1 时至 3 时 

 

融洽愉悦的小区，靠赖每个个体的参与

及共同创造。这场小区营造公众论坛希

望汇聚不同专业人士及区内大众，以分

享自身和其他城市的经验，推动人人参

与小区营造的理念。 

 

第一节 (下午 1时至 1 时 35 分)： 

小区营造中 – 发掘不一样湾仔 

 

第二节 (下午 1时 40 分至 2 时 15 分)： 

小区营造中 – 发现不一样城市 

 

第三节 (2 时 20 分至 3时)： 

小区营造 – 设计口号还是设计未来？ 

讲者:  

香港建筑中心主席 陈翠儿女士 

香港艺术中心总干事 林淑仪女士 

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

系教授伍美琴教授 

圣雅各布福群会  「We 哗蓝屋计

划」建筑委员会主席杨光辉先生 

10) 《地道音乐骚》 

下午 3 时至 6 时 

 

 

三组本地乐队及歌手以最地道的音乐、

最具港味的声音，展示本地音乐人对音

乐创作的热情，让大家重新认识香港独

立音乐！ 

音乐总监: 李端娴 

表演单位 : Arm Charm (嘉宾歌手

「女流」迷人歌女卢敏 )、李拾

壹、Nowhere Boys 

 

#dd 策动：#dd 创玩 24 

日期：  2018年 12月 7日至 8 日 

时间：  下午 6时至翌日下午 6 时 

地点：  湾仔茂萝街 7号及周边 

 

关于设计#香港地 

#ddHK 设计#香港地(Design District Hong K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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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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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区生活质素的宗旨。2018 年，#ddHK 设计#香港地以「连城：香港故事」为主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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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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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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