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計
香港是一個充滿活力的
地方，香港人一直在向前
邁進。這是一個開放的
市場，不僅使工作變得有
趣，而且對企業有利。
Landor & FITCH
總裁（大中華）
Jonathan Cummings

行業概覽
香港是亞洲區的設計中心，為推動本地創意產業，政府大力
支持標誌性項目的發展。位於中環前已婚警察宿舍元創坊
（PMQ）成功轉型為設計集中地，為創意創業家和設計師提供
平台，設有130個工作室和展覽空間，讓設計師銷售和展示
他們的設計。
黃竹坑區近年發展成為藝術、生活及設計群，愈來愈多的藝
術空間、藝廊、設計工作室，以及非商業機構進駐該區的大
型工業中心。香港設計中心的設計創業培育計劃亦已遷入南
港島區，為設計初創公司提供新的設施及更大的工作空間。
南豐紗廠是一個重點活化計劃，將前紡織廠轉型為一個包含
企業孵化器、體驗營銷，以及非牟利文化機構的地方。其創
新部門 Fabrica 致力打造科技設計初創的成功案例，以及建
立一個全球科技社群。它是一個開放的創新平台，致力促進
初創企業、品牌、零售商、製造商、學術界和科研機構等之
間的合作。
香港設計中心自 2002 年起舉辦設計營商周，成為亞洲主要
設計、創新及品牌的年度活動。此外，BODW 地區活動
（BODW City Programme）是一項創意及商業社區的活化計
劃，旨在鼓勵公眾參與，促進與本地商界及品牌合作，並舉
辦一系列設計和外展活動。
政府推動的《深水埗設計及時裝基地計畫》預計於2023年完
成，將推動傳統製衣布批發及零售區成為設計和時裝中心，
提供另一個平台，啟發及培育新一代設計和時裝人才，創造
新的合作及商機。

香港的優勢和發展機遇
▪▪亞洲的要塞和進入內地市場的重要門廊
▪▪主要國際品牌選址香港作為其地區總部，公司主要決策人亦
駐於此地
▪▪香港的設計業以出口為主導，內地和亞太地區是本地設計服
務業的最大出口市場之一
▪▪大灣區為創科注入強大動力，該區擁有完善的供應鏈網路、
更自由的人才流動，以及更緊密的城市間合作
▪▪區域設計樞紐，提供豐富的創新產品和設計人才
▪▪完善法治保障知識產權和發牌制度；提高營商的透明度

孵化器和加速器計劃
Brinc

https://www.brinc.io/en/programs

數碼港培育計劃

http://www.cyberport.hk/zh_tw

Eureka Nova

https://www.eurekanova.com

香港設計中心 － 設計創業培育計劃

https://www.hkdesignincubation.org/?lang=2

香港設計中心 － 時裝創業培育計劃

https://hkfip.org/tc/programme-offerings/

香港科技園培育計劃

https://www.hkstp.org/zh-hk/innovate-with-us/incubation/

Kaleidoscope Lab

https://www.hshgroup.com/zh-hk/about/kaleidoscope-lab

南豐紗廠

http://www.themillsfabrica.com/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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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香港、建築都市

逾150年來，建築公司利安一直與香港同步發展，並在全球拓展業務。

事實證明，香港的地理優勢使之成為
一個理想的跳板，而且作為粵港澳
大灣區內的一個重要國際城市，香港
獨特的角色一路以來已成功幫助我們
將服務擴展至亞太及中東地區。
利安
董事總經理
李少穎
在19世紀，香港是一個人煙稀少的島嶼。然而，自從英國及
歐洲商人大量湧入這個安全的海港進行貿易，一批才華橫溢
的建築師很快便在這裡興建了一批批房屋及大廈。在接近
150年的時間裡，隨著此小島發展成為一個亞洲國際都會，
利安顧問有限公司（利安）亦共同塑造了香港的城市天際線，
由從前的舊牛奶公司倉庫、皇后行及太子大廈，直至今天的
香港科學園二期及啟德體育園，利安一直積極參與其中。

打造香港的天際線
利安董事總經理李少穎解釋：
「自1874年開始，我們的創辦
人便從英國帶來了他們的設計才能及技術，支持香港的早期
城市發展。他們透過參與基礎建設及公共和民間工程項目，
協助塑造了這座城市。」她續說：
「 我們希望透過糅合創新思
維及嶄新技術，繼續擔當我們作為建築師及城市規劃師的角
色，協助塑造這座城市的發展，以回應香港的文化及社會價
值。利安的香港總部體現了我們在世界各地的營運標準。我
們的團隊會提供具開創性及增值效能的建築設計解決方案，
而這在利安於香港牽頭推動的建築信息模擬系統（BIM）及組
裝合成建築法（MiC）中可見一斑。」

通往粵港澳大灣區及『一帶一路』項目的門戶

已經在許多相關國家或地區內積極發展了，例如位於緬甸、
泰國、澳門、菲律賓以及中東的項目。」

多種文化、多元人才
利安的香港辦事處擁有超過200名建築師及室內設計師，更
設有一個專業的可持續發展團隊，公司以擁有來自多元背景
及不同經驗的人才而自豪。李少穎坦言：
「香港的建築師及設
計師大多數都會說多種語言，他們具有很強的溝通能力及人
際技巧，而且真的很有創意及活力，更會以積極的心態接受
全新意念。這讓他們在迎接發展帶來的挑戰時仍能正面及有
效地應對。這些人才就是我們最有價值的資產。」
李少穎亦相當喜歡在香港生活及工作。她說：
「遊客會在這裡
發掘到許多有趣事物，例如美食、娛樂、融會在國際化環境
中的中國文化，以及很多人都要親身感受過才會相信、這裡
比想像中與城市地區交織得更為緊密的美妙大自然風貌。能
體驗這一切就是成為建築師及設計師的興奮時刻。」

利安


李少穎指香港人充滿活力而且擁有多元文化，再加上這裡匯
聚傳統樓宇及現代建築，就正正是讓這裡成為一流營商基地
的主要元素。她分享道：
「自從1980年代開始，我們便一直
積極參與中國內地各個建築項目的設計。透過與我們遍佈
全國的分部通力合作，我們已經積累了一系列成功項目的案
例。事實證明，香港的地理優勢使之成為一個理想的跳板，
而且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內的一個重要國際城市，香港獨特的
角色一路以來已成功幫助我們將服務擴展至亞太及中東地區。
除此之外，早在『一帶一路』倡議未提出及未命名時，我們便



利安在 1874 年於香港成立，是一家提供全方位
服務的建築事務所。公司在上海、北京、福州、
深圳、多哈及其香港總部共有超過 300 名員工
最近，由於將會參與包括啟德體育園在內的大型
項目，公司已增聘員工

w leighorange.com
原版刊發日期：202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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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設計界的未來

在設計界深具影響力的 Michael Young Studio 增設零售品牌店。

香港是有利我發展設計
事業的優秀地點之一，
我打算繼續留在這裡發展。
Michael Young Studio
設計總監
Michael Young

當 Michael Young 於2006年來香港成立工作室時，他已經是
英國和冰島的知名設計師，在行內擁有14年的資歷。為了帶
著品牌走向國際，他當時在港設立一個負責制定業務決策的
總部。過去15年，Michael Young Studio（簡稱 MYS）持續蓬
勃發展，創作出歷久彌新的設計。
MYS 不僅為客戶設計產品，工作室亦擁有多元化的設計作品
集，包括品牌 logo 及營銷圖案，而其作品也在全球貿易展
覽會及歐亞品牌商店中展出。MYS 創辦人 Michael Young
表示：
「我和團隊一同打拚了十多年，建立出一套極度簡潔精
闢的設計原則，這讓我感到自豪。憑著這套設計原則，我們
能達成了訂下的目標 為著名品牌設計出令人深刻的標誌性產
品，令產品暢銷全球。」

當「設計」遇上「電商」
Michael Young 透露，他們即將為工作室的設計業務增設品牌
店。他說：
「由我們來到香港發展至今，電子商務和零售行業
生態一直變化。 因此，我們目前正在考慮開設名為『Michael
Young Retail』的合資企業。這是我一直以來的想法，方便我
自行製作和銷售自己的設計。」
Michael Young 又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的巨大發展潛力也為
MYS 和設計界帶來曙光。MYS 不僅在深圳開設了首家辦事處

以擴大其客戶市場，Michael Young 最近還成為了2020年深
圳國際工業設計大展的策展人和藝術總監。該展會匯聚設計
界的大師，他們在創意和設計上互相交流、合作，激發年輕
一輩的變革和創新，重塑設計界的未來。
與此同時，Michael Young 計劃以香港作為 MYS 的業務
總部。他總結道：
「香港辦公室的運作可支撐我們的國際
業務發展計劃。我們正進行重組，以應對電子商務帶來的
變化，並正在規劃此品牌在未來十年的市場戰略。香港是
有利我發展設計事業的優秀地點之一，我打算繼續留在這
裡發展。」

Michael Young Studio




MYS 總部位於香港，在比利時設有代表辦事處，
目前正在深圳蛇口設立新的辦事處
MYS在2019年獲得多個國際性設計獎項，包括
德國設計獎、紅點設計大獎和2019優良設計獎

w www.michael-young.com
原版刊發日期：202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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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軟件工程師和創意專才的實力，確實不容
忽視。很多人認為香港的創意產業人才不及美國，
但我可以見証這個觀點是錯的，他們絕對有能力
超越歐美人才。
Vyond 創辦人
洪耀基

年度活動
設計營商周
設計營商周是香港設計中心自2002年
起舉辦，領先亞洲的設計、創新及品牌
活動。年度活動包括一系列展覽、論
壇、外展計畫及交流活動，讓設計師、

亞洲授權業會議

DETOUR

https://portal.hktdc.com/alc/tc

https://www.detour.hk/2020/tc/

BODW城區活動

香港國際授權展

https://www.bodwcityprog.com/tc/

https://event.hktdc.com/fair/
hklicensingshow-tc

亞洲創新建築、電氣、保安科技展覽會
https://build4asia.com/zh

商界領袖、教育家、企業及設計學生相
互交流，探討商業合作。活動匯聚設計
及創新界頂尖的專家及具影響力人士，
為創意思維及設計管理提供啟迪。

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

https://www.bodw.com/zh-hant/

Design Inspire 創意設計博覽

設計智識周
https://www.kodw.org/tc/

MIPIM ASIA房地產領袖峰會

http://www.hktdc.com/ncs/bip2020/tc/
main/index.html

https://www.mipim-asia.com/zh-cn.html

CENTRESTAGE

亞洲零售論壇暨博覽

https://centrestage.com.hk/tc/index.php

https://www.retailasiaexpo.com/zh

https://www.designinspire.com.hk/main/tc

實用連結
AIA Hong Kong
http://www.aiahk.org

香港時裝設計師協會
http://www.hkfda.org

BUD專項基金
https://fta.bud.hkpc.org/

香港建築師學會
https://www.hkia.net/tc/

創意香港
https://www.createhk.gov.hk/tc/home.htm

香港城市設計學會
https://www.hkiud.org

Fashion Farm Foundation
https://www.fashionfarmfoundation.org

香港室內設計協會
http://www.hkida.org

香港互動市務商會
https://www.hkaim.org

香港科技園
https://www.hkstp.org/zh-hk/

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
https://www.cyberport.hk/zh_tw/

香港初創企業協會
https://www.startup.org.hk

香港設計中心
https://www.hkdesigncentre.org/zh-cht/

IAB Hong Kong powered by HKDMA
https://www.iabhongkong.com

香港設計師協會
http://www.hongkongda.com

創新科技署
https://www.itc.gov.hk/ch/index.html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http://www.hkdi.edu.hk/tc/

元創坊
https://www.pmq.org.hk/?lang=ch

香港中環紅棉路8號東昌大廈24 樓
電話：
（852）3107 1000
電郵：enq@investhk.gov.hk

investhk.gov.hk

Retail Design Institute Hong Kong
https://retaildesigninstitute.org/
retail-design-institute-hong-kongchapter/#!map
RIBA Hong Kong
https://www.architecture.com/my-localriba/riba-hong-kong-chapter
中小企支援計劃
https://www.smefund.tid.gov.hk/cindex.
html

有關詳情 歡迎聯繫
方婉兒
創意產業主管
電話：
（852）3107 1011
傳真：
（852）3107 9009
電郵：dfong@investhk.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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