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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共研社」「傳與創：生肖新說」 

全新生肖設計作品於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展出 
 

 
 
（2022 年 7 月 11 日—香港）由本地註冊非牟利慈善團體「香港設計大使」創辦的專案資助及社區平台「信言設計大

使」欣然宣佈「未．共研社」2022 年度計劃圓滿完成。該計劃與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合作，計劃靈感源自文化設計

探索活動「十二肖」。 

 

「未．共研社」由信言設計大使聯合創辦人及執行總監姚嘉珊推動及構思，作為信言設計大使的旗艦計劃，旨在使

設計在當代設計和生產文化中的過程和積極作用顯現出來。以「傳與創：生肖新說」作為主題，「未．共研社」2022

年度計劃，在「傳承」的同時探索「創新」的可能，積極創造新意念和實體工藝實驗，締造更廣更深的影響力。 

 

信言設計大使聯合創辦人及執行總監姚嘉珊表示：「自 2021 年年底至 2022 年的今天，香港雖然一直經歷疫情所帶來

的無比挑戰，但我們保持樂觀，相信在現時的社交距離措施下文化創作能夠透過合作匯聚社群，讓我們保持活躍和

持續創新。有別於過往歷屆，今年的『未．共研社』為期六個月，誕生的契機源於疫情下急需以創意探索線上線下

的文化創作，並圍繞文化遺產傳承的積極作用來探尋研究工藝文化歷史和帶來新探索和對話，前期研究和準備歷時

兩個月，而項目的設計及製作過程在短短三個月完成，成為一次濃縮版本的『未．共研社』。隨著項目的主要委約

單位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正式開幕，標誌着文化創作的嶄新篇章，而我們亦會延續計劃伙伴『十二肖』（以十二生

肖為題的文化設計探索項目）以創意傳承十二生肖的精神，在未來繼續培養出以歷史為靈感、大膽創新的嶄新當代

傳承。」 

 

「未．共研社」2022 年度計劃與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合作，其靈感來源於以十二生肖為題的文化設計探索項目「十

二肖」。「十二肖」項目為期 12 年，由 2008 年開始每年邀請亞洲區內一位優秀的藝術家、建築師或設計師，以當年

的生肖為題創作一件大師級雕塑作品。2022 年度「未．共研社」《傳與創：生肖新說》邀請十二位居於香港的設計

師（組合），包括建築師、平面設計師及藝術家在內，並幫助他們設計並且製作一件關於十二生肖主題的新作，以

此回應「十二肖」原作。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吳志華博士表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致力孕育來自不同背景及年代的新生代藝術家與

設計師，讓他們協作並突破創意的界限。我們很高興與『未．共研社』合作，由一群充滿熱情、才華橫溢的年輕藝

術家和設計師，於博物館中展出全新詮釋十二生肖的作品。這個精彩的項目不僅實踐了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對促進

跨代文化交流的願景，更讓館內的士林館以現代方式呈現與傳統的平衡。」 

 

今年，「未．共研社」引入了實驗性集體指導概念，帶來互動的交流對話。設計大師、考古學家、學者、設計領袖

及策展人參與其中，設計師學員之間也互相交流學習，通過一系列對話、點評、工作坊和實地探訪活動分享設計概

念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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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內的士林館同時展出了「十二肖」系列作品及由「未．共研社」全新詮釋十二生肖的作品。

士林館是香港故宮以「客廳」為理念打造的一個多用途空間，將舉辦一系列文化藝術活動。 

 

      
 

2022 年度「未．共研社」《傳與創：生肖新說》的參與者包括：主策展人姚嘉珊；合作夥伴吳志華博士、劉小康；

大師導師許誠毅、薩璨如、劉家寶、陳瑞麟、靳埭強博士、盧志榮、羅偉基、文鳳儀及莫一新、陳日榮和劉小康；

顧問王伊悠博士和焦天龍博士；以及設計師學員彭展華、周健龍、梁康勤、蘇暢、陳濬人、吳燕玲、翟凱怡、Florian 

Wegenast & Christine Lew、Julie Progin & Jesse Mc Lin、Alexandra Batten & Daniel Kamp、Mic Leong & Soilworm Lai 和劉天

浩。 

 

2022 年度「未．共研社」《傳與創：生肖新說》作品如下： 

 

鼠 ——彭展華「鼠舍」 

由姚嘉珊、陳日榮指導 

 
日常生活中，我們很少遇到老鼠。 老鼠總是躲起來； 然而，出於好奇，他們一直在觀察人類。 作為最細小的傳統生

肖，這種生物與人類之間的有趣關係引起啟發：究竟一個想像和抽象的老鼠生活空間會是怎樣的？ 

「鼠舍」是一套具實驗性的器具，由兩部分組成：一塊比例勻稱、由本地工匠打造的銅色鐵盆和一系列結合 3D 打印

技術及可持續水泥手藝的雕塑。 水泥老鼠描繪出各種抽象的姿勢，例如睡覺、攀爬、觀察、行走等。在它們的姿勢

基礎上添加功能，雕塑變成了花瓶、茶壺、器皿、香台或任何可以自由想像的功能。 

該作品是與以台灣引進的環保水泥技術製作表面處理的劉頌銘（倒模工作室）及鄭梓陽共同製作。 

 

彭展華是信言設計大使專題資助計劃以及種籽資助計劃的獲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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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周健龍「曦月」 

由王伊悠博士、劉小康指導 

 
 

牛，象徵勤勞、堅韌、樸實。如同百丈禪師「一日不作 一日不食」，農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從農業社會體現牛的

精神。 

魯班枕，過千年前的傳統木工技術-形態上呈現牛角的精髓。 為配合日出日落的天色用了顏色偏紅的花梨木。枕邊貼

上的金箔回應了張義老師為「十二肖」製作的生肖牛作品。 

日出與日落，工作與休息；從生生不息的循環，看待生命的必然。 

 

虎——梁康勤「虎冊」 

由許誠毅、盧志榮指導 

 
老虎，在亞洲文化裡有勇敢自信、威猛有力、驅凶避邪的象徵。設計師屬虎、有點迷信，喜歡相信性格裡的決心和

堅持是生肖帶來。 

在中國，老虎圖案會被描繪在掛畫上，或是以立體造型造成門環，以用作居家護符之用。中國的民間工藝、宮廷物

品、或是軍事用品都不難看到老虎的圖像。從古至今，老虎是一個威猛的神話守護者，也是一隻詼諧大貓。 

設計師對古人與虎的故事和想像感興趣，它反映著人類對平安美好的一種期盼、一種希望。 

西藏虎毯是一個現代的設計物品，豐富的虎皮圖案可以為空間帶來生氣。可是虎毯本來是瑜珈修行者用來打坐冥想

的坐墊，他們相信虎皮圖案可以驅趕蛇蟲鼠蟻和一切雜念。虎毯是一個「旅程」的陪伴者和盛載體。 

「虎冊」，一趟圖像旅程的開始，帶我們進入古人對老虎的一些夢與事。造型受牌坊啟發，兩側以地盤回收泥土研

發成陶的手造磚（香港土壤）支撐而立，兩百個明亮漸變的顏色頁摺疊成冊，讓指尖遊走在人虎夢事的零碎畫面當

中，仿似走進一個迷你檔案、圖書館、展示。 

 

梁康勤是信言設計大使專題資助計劃的獲得者。 

 

兔——蘇暢「雙兔」 

由薩璨如、靳埭強博士指導 

 
「雙兔」通過兔子雙耳的抽象造型融合兩種中國傳統食具——筷子架與豉油碟。設計結合傳統手藝與數位技術（黏

土模型、木工雕刻、攝影掃描、激光切割、3D 打印），綜合傳統木材與新材料（樟木塊、椴木板、紙黏土、木塑、

軟木打印絲線等）探討創造新的當代木藝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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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家薩璨如 2011 年的大理石雕刻作品「如兔」背後的創作故事給予了設計師莫大的啟發。設計師將傳統雕刻的

「幾何近似」技術轉譯為從二維繪圖到三維空間的建築過程，通過對空間的關注將雕刻與建築兩大藝術領域聯繫起

來。 

設計由康清華及梁旻樺參與合作並獲 Bespecial 木雕工作坊協助。 

 

蘇暢是是信言設計大使種籽資助計劃的獲得者。 

 

龍——陳濬人「新龍」 

由劉家寶、靳埭強博士指導 

 
為何人要創造龍？什麼是龍？21 世紀的龍為何物？ 

人與大自然的關係從來是複雜的，大自然為人類帶來豐盈的資源的同時，無情的天災又摧毁無數生命。這種無形的

關係需要一個有形的載體，龍就是回應這個需要的設計。龍是一種合成體，由人類熟悉的動物的特徵組合而成。但

由於牠是一種幻想出來的生物，所以牠並沒有任何固定的形態，大小，性格，牠的特徵甚至可以按照需要而任意改

動，例如不同數目的爪去代表不同社會階層。雖然龍的外型特徵並沒有固定形態，但驅使人類創造龍的動機卻是源

於對大自然的恐懼及敬畏。 

「新龍」刻意迴避龍的具象特徵，以龍的主要構成原素，恐懼與敬畏為概念。從漢字「恐」出發，外形受西貢郊區

破邊洲奇特的石柱形態啓發，塑造成為如結晶石般的形態，以表達對大自然的敬畏，以及我們身處的環境的地質遺

產。 

 

陳濬人是信言設計大使種籽資助計劃的獲得者，並作為設計師學員參與 2019 年度「未．共研社」。 

 

蛇——吳燕玲「蛻變」 

由陳瑞麟、王伊悠博士指導 

 
對設計師來說，生肖提供了「人獸互通」的一個空間。本作受蛇具詩意的一面啟發，聚焦蛇的細節變化，由此將作

品稱為「蛻變」。 

蛇是靈活而多變的，正如人類自身。我們所有人在生命中均會經歷數次蛻變和身份的替換。作為敘事與設計過程的

一部分，設計師從與風水師的對話了解從人本角度觀看的蛇，及出生月份如何影響個性。 

春天是蛇最輕盈的時候，牠剛剛完成蛻變，象徵了重生； 夏天的蛇為了吸引異性變得五彩繽紛，象徵了創造； 秋季

正在打獵的蛇最具危險性，象徵了攻擊； 冬天的蛇回歸冬眠，象徵了歇息。  

在本作中四種不同的物料和功法代表了四季：倒模、針織、穿珠，以及 3D 打印。蛇在這裡以四種形象登場：春季剛

脫皮的蛇是一塊半透明的天然乳膠；夏季和秋季的蛇以多個以人手刺繡而成的磁化模組組成，使人可以把蛇自由組

合成喜歡的形狀。冬天的蛇以高質量的物料 3D 打印製成，展現了完整的天然循環。 

 

吳燕玲是信言設計大使專題資助計劃的獲得者，並作為設計師學員參與 2019 年度「未．共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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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翟凱怡「生態唐三彩駒」 

由靳埭強博士、羅偉基指導 

 
三彩是一種使用釉料或釉料在中國陶器上進行的多用途裝飾，主要由銅、鐵和鈷混合製成，在乳白色背景上形成生

動的藍色、綠色、琥珀色和黃色光譜。唐代（618-907）三彩釉陶是中國古代陶瓷燒製技藝的瑰寶，是盛行於唐代的

一種低溫釉陶。它通常被稱為:唐三彩。 

「生態唐三彩駒」是對唐代三彩釉的致敬和尊敬。採用加熱碎塑料的技術，以測試、試驗和創造一種新當代版本的

釉料，使用有助於可持續性的升級材料。通過重新創造新釉和製作這件藝術品，創造新的理念和對環保意識的對

話，以提高對當前環境問題意識。 唐三彩是數百年前流傳下來的寶物，影響著千千萬萬。這個可持續的新一代三彩

借鑒了傳統的現代方法，希望能夠激發和推動下一代的對話。提腿馬俑通常是三蹄落地，右前蹄抬起，這個也是象

徵一種尊重和敬意。 

設計師亦受靳埭強為「十二肖」設計的馬啟發。馬的身體是用再生玻璃製成的，其想法是盡可能地保持馬的實際形

狀和顏色但盡可能用抽象和「通透」的方式展示，將注意力集中在由 100% 再生塑料製成的馬鞍上。馬的半透明玻璃

與周圍環境融為一體，突出馬鞍的焦點。這件藝術品是從社區收集塑料瓶和玻璃瓶製成的，象徵著社區力量的賦權

和聚集，以解決全球可持續發展問題。 

 

羊——Florian Wegenast & Christine Lew「祥芝」  

由盧志榮、姚嘉珊指導 

 
羊是最早被人類馴化家養的動物。因此，在人類文明中羊亦有悠久的歷史，特別是對食物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在這次的設計研究過程中，二人決定關注和羊關係最為緊密的材料——羊奶。 

二人受到芝士製作過程的啟發，特別是芝士、豆腐在中國的製作工藝， 二人通過從羊奶中提取酪蛋白來製作類似黏

土或生物塑料的材料。在這個研究物料的過程中，發現羊奶除了是食品外，更代表了人與羊的緊密關係，象徵著養

分、生命和財富。 

二人由食物啟發的還有設計過程中所採用的的製作方法。當他們以羊奶酪蛋白製作黏土，壓進模具時，決定了創作

一件對人與羊之關係、及物料本身的起源致敬的物件 － 一個碗。 

 

Florian Wegenast 和 Christine Lew 是信言設計大使種籽資助計劃的獲得者，並作為設計師學員參與 2019 年度「未．共

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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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 Julie Progin & Jesse Mc Lin 「我們」  

由羅偉基、焦天龍博士指導 

 
「我們」是一套意蘊豐厚的護理套裝，它關乎團聚、關乎我們與猴之間的類同、以及這種與生肖動物的連接如何提

醒我們與自然的緊密關係。 

這個護理套裝的每件物品都在鼓勵一種互動、以及如何通過接觸和互動產生更強的聯繫。 

套裝中的手提鏡子以猴子的模樣映照了人，從而提供了空間予人思考與生肖的連結。鏡像除了突顯我們如何從對方

反映自身，還饒富趣味地象徵了人和猴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 

套裝中的供人梳妝護理的梳子、毛掃和浮石探索了「社交護理」這一猴子和人類共同的集體行為。護理透過社交接

觸，成為了一種能和放鬆彼此並建立關係的禮儀。 

二人在自己的工作室裡以收集回來的物料手工製作了本作品。 

 

Julie Progin 和 Jesse Mc Lin 作為設計師學員參與 2019 年度「未．共研社」。 

 

雞——Daniel Kamp & Alexandra Batten 「破曉」  

由文鳳儀及莫一新、劉小康指導 

 
起起落落， 生命無常——再複雜的系統，也只是一個簡單的輪迴。 

此組合雕塑象徵了二人對生命循環的反思。作為對雞這個生肖的回應，兩位設計師從傳統神話形象「鳳凰」汲取靈

感，以與之關連的形象和物料表達「重生」的概念。 

作為對雞這個生肖的回應，設計師從傳統神話形象「鳳凰」汲取靈感。作為生活和創作上的伴侶，兩位設計師關注

鳳凰本身的多元性——其並不局限於單一性別的形象，以及複雜、奢華的裝飾意象。另一方面，他們對自然的熱愛

亦使他們被雞的樸實無華，以及自然的時間和循環所吸引。在設計師描繪生肖的雕塑作品中，他們以多樣和看似隨

機的物料組合，揉合了兩種雀鳥所象徵的元素。 

「破曉」講述了一個關於創造、出生、死亡以及重生的輪迴故事。 雕塑除了表達了整個循環的簡約本質外，亦同時

闡述了藏於細節的混沌。本作與設計師其他作品類似，以一塊天然花崗岩作為像大地般的基石。石頭上放置了一塊

精心製作的水泥，像裂開一半的「雞蛋」；以花朵代表的生命本身，則從狹縫中細緻地生長。最後，雞的頭骨沉沒

於岩石中，以化石的形態回歸塵土，周而復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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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 Mic Leong & Soilworm Lai 「羈絆」  

由陳日榮、焦天龍博士指導 

 
這是一個關於人類與狗的故事，遠比一萬四千多年還要早的時候，兩者的關係已十分密切，一起生活、一起成長，

牠代表著信任、忠誠、不離不棄，是我們的朋友。 

在西安韓森寨出土的唐代十二生肖陶俑，正正反映了我國對十二生肖神話的想像，從獸首人身的特徵，讓我們感受

到過去的文化與人們對未來的幻想。 

二人以幾何語言為基礎，透過立體打印為結構，鑲嵌上二百多塊鏡面不銹鋼三角形薄片，借光線與物料的反射，展

現我們對未來的聯想。這對獸首人身的雕塑相互依靠，再加上強烈的扭曲與誇張的比例，突顯兩者的關係，就像女

媧與伏羲的畫像，讓我們對其有更多的想像空間。 

過去的創作，成為了我們這刻的解讀；當下的演繹，為未來的發掘留下伏線。很期待在數百年、數千年後或下個文

明的出現，他們將會如何去解讀這對作品，在遙遠的未來，猜想現今人類與狗的關係。 

 

Mic Leong 和 Soilworm Lai 是信言設計大使種籽資助計劃的獲得者。 

 

豬——劉天浩「並封」 

由劉小康、薩璨如指導 

 
作品參考《山海經》中的雙頭豬「並封」，兩隻豬於腰間相連，望向左右兩側。這次作品以「並封」為題，形態亦

有兩頭，一側望向過去，一側望向未來。人類養殖豬已經有超過 9,000 年的歷史。據研究，中國已知最早養殖的豬與

中國的現代豬隻品種有直接的關聯，揭示了豬和人在中國歷史上有牢不可破的關係。 

「並封」以豬鼻為重心，若把作品上下倒轉，豬鼻則會變成豬心。作品兩側分別呈現豬鼻和豬心的形狀，中間則產

生過渡性空間。作品以 3D 打印技術製作，打造出分成兩半的造型，呼應設計師父親劉小康設計的「十二肖」豬年雕

塑，兩者造型同樣分成兩半。作品一半應用較為原始的熔融沉積成型(FDM) 3D 打印技術，另一半則採用最新的

polyjet 技術，使顏色細膩地由灰色漸變成白色。「並封」的兩側代表「新」和「舊」，帶出時空交接的概念。從豬鼻

觀察作品內部，來一趟「從過去到未來」又或是「從未來到過去」的旅程。 

 

 
– 結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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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查詢： 
余瑞婷/ 
susanna.yu@designtrust.hk 
studiolab@designtrust.hk  
 
請由此鏈接下載 2022 年度「未．共研社」計劃高清圖片。 

 
更多計劃詳情，請瀏覽計劃網站或社交媒體。  
 
信言設計大使網站: http://designtrust.hk/ 

「未．共研社」網站: http://designtrust.hk/design-trust-futures-studio/  
Instagram: @designtrust 
Facebook: www.facebook.com/designtrust  
 
@designtrust  
#DTFS #heritageiscreativegeneration #designtrusthk #designtrust #futuresstudio #chinesezodiac 
(#heritage #creative #culture)  
 
 
 
 
 
 
 
 
 
 
 
 
 
 
 
 
 
 
 
 
 
 
 
 
 
 
 
 
 
 
 
 
 
 

mailto:susanna.yu@designtrust.hk
mailto:studiolab@designtrust.hk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5xjvmJxWRqvI9KHM9MekGtaR4wq8n1ZI?usp=sharing
http://designtrust.hk/
http://designtrust.hk/design-trust-futures-studio/
http://www.facebook.com/design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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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未．共研社」《傳與創：生肖新說》 
 
關於信言設計大使  
信言設計大使為一個成立於 2014 年的專案資助及社區平台，由 2007 年創立的本地註冊非牟利慈善團體「香港設計

大使」創辦。信言設計大使旨於支持香港及大灣區的創意項目，推動專業知識、倡議研究內容。涉及多個設計領域，

不限於平面設計、媒體、建築至生活空間。信言設計大使旨於積極推動創意研究、設計及別具意義的計劃發展，藉

此提倡設計的正面價值。 
 
關於「未．共研社」 
「未．共研社」是信言設計大使的長遠旗艦計劃，使設計在現代設計和生產文化中的過程和積極作用顯現出來。他

們集中討論前瞻思維，並展示出設計如何能為社會和公共空間帶來正面的貢獻。該項計劃源於一個項目工作室的概

念，透過導師與學員互相學習而促進終身合作。 
「未．共研社」由信言設計大使聯合創辦人及執行總監姚嘉珊推動及構思。來自不同領域的專家將協助導師和設計

師學員團隊探索不同材料的運用、製作及如何能夠改善香港的公共空間；進一步將香港、大灣區以至國際的正面的

公共空間設計再推前。 
首屆計劃於 2017 年推出，主題為「『細小』的威力」，探索香港一些細小空間所帶來的饒富意義的轉變。2018 年
的主題為「眾．樂樂園」，延續上屈主題於香港不同地方落實興建微型公園。2019 年的主題及概念為「創新的文化

遺產」，主動探索難以定義且不斷流動的香港身份。這些問題既令我們得以和文化保育這一公共議題對話，也打開

了我們理解、談論文化遺產的新角度——文化遺産不只是靜態的建築，它是一個動態的，不斷啟發人們投入的過

程。2022 年度是「未．共研社」的濃縮版本，探討如何通過合作和實驗，在創作新物料技術的同時尊重傳統，並以

創意把我們的文化遺產傳給下一代。 
 
 
主要委約單位：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目標是成為世界領先的博物館，推動中國文化藝術的研究和欣賞，並促進不同文明之間的對

話。博物館是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與故宮博物院的合作項目，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捐35億港元成立。 
博物館以嶄新的策展手法，從香港角度出發，結合環球視野，展出故宮博物院和其他世界重要文化機構的珍藏。博

物館將透過展覽、研究、教育和專業人員交流，建立全球合作夥伴，鞏固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地位。

博物館亦是香港社區的文化資源，提供活力充沛的平台，推動社區參與，鼓勵對話與合作，並增強文化創造力和跨

領域合作。 
www.hkpm.org.hk  
 
 
計劃伙伴：十二肖  
由梅潔樓贊助，「文化實驗室」策劃統籌的「十二肖」計劃，是一項以十二生肖主題的文化設計探索活動。整個

「十二肖」計劃為期十二年，每年以生肖為題，與亞洲區內優秀的藝術家及設計師合作，創作一系列具中國及亞洲

文化特色的藝術品及優質趣味生活用品，令日常生活體現文化設計。 
 
 
 
 
 
 
 
 
 
 
 
 
 
 
 

http://www.hkpm.org.hk/


 
Heritage  
is  
Creative Generation 

                                                 

10 
 

附錄 2022 年 7 月 11 日 

 
「未．共研社」“傳與創：生肖新說” 

計劃便覽 / 概要 
 

 
 
1. 主策展人的話 
 
談「未．共研社」《傳與創：生肖新說》 
激發新的合作，以創新意念懷抱跨文化創作的豐富遺產並將之傳承至下一代 
 
文化遺產是我們的根基，同時亦帶來創新意念。若要帶來改變，沒有任何力量比得上探索和理解「創新的文化遺

產」的概念，以及如何透過創意把文化遺產傳到下一代。我們從對文化遺產的研究分析出發，共同塑造我們城市的

未來。如果文化是建基於人們的創造，文化遺產是透過自然、歷史與文化來傳承，那麼我們如何能鼓勵和強化對

話，討論跨文化創作和川流不息的傳承力量，以進一步帶動積極變化和具啟發性的學習？ 
 
這種精神與「未．共研社」2019 一脈相連，2019 年我們結集了信言設計大使社群的力量，一眾香港設計師及文化創

作人共同透過深入研究、實驗和批判式製作探索主題，在過程中深度參與，針對單一選址創造出嶄新的設計。至於

今年「未．共研社」的背景則更為豐富，以十二生肖出發，而收藏新作的場所則是標誌香港跨文化創造和傳承重要

時刻的新地標。這個難能可貴的合作機會，源於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吳志華博士和「十二肖」創辦人劉小康邀

請我們參與合作，邀請年輕設計師/組合與我們一同探索。我們繼而在過程中舉辧了一系列的工作坊，並邀請了顧問

參與項目——而這種互動、可見的過程，正體現了「未．共研社」的「工作社」理念。在此基礎上，我把「未．共

研社」2022 年的主題定為《傳與創：生肖新說》，靈感源自在「傳承」的同時探索「創新」的可能，積極創造新意

念和實體工藝實驗，締造更廣更深的影響力。每位設計師/組合在創作十二生肖的嶄新演繹的過程中，可以觀察到不

少具創意、創新的火花，並且通過從新石器時代至清朝的案例研究加深對中國豐富的文化遺產的尊重。 
 
自 2021 年年底至 2022 年的今天，香港雖然一直經歷疫情所帶來的無比挑戰，但我們保持樂觀，相信在現時的社交

距離措施下文化創作能夠透過合作匯聚社群，讓我們保持活躍和持續創新。有別於過往歷屆，今年的「未．共研

社」為期六個月，誕生的契機源於疫情下急需以創意探索線上線下的文化創作，並圍繞文化遺產傳承的積極作用來

探尋研究工藝文化歷史和帶來新探索和對話，前期研究和準備歷時兩個月，而項目的設計及製作過程在短短三個月

完成，成為一次濃縮版本的「未．共研社」。隨著項目的主要委約單位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正式開幕，標誌着文化

創作的嶄新篇章，而我們亦會延續計劃伙伴「十二肖」（以十二生肖為題的文化設計探索項目）以創意傳承十二生

肖的精神，在未來繼續培養出以歷史為靈感、大膽創新的嶄新當代傳承。 
 
今年，我們還引入了實驗性集體指導概念，帶來互動的交流對話。從設計大師到考古學家、學者、設計領袖及策展

人，不同領域的專家一同投入為期三個月的過程，透過輪轉指導的模式協助不同設計師學員團隊深化設計，而設計

師學員之間亦積極交流，互相分享各自的經驗和意念。這種嶄新的合作模式，印證了跨文化領域協作的積極作用，

以及體現出我們持續致力在香港構築的設計社群百花齊放。今年計劃的所有設計師學員都是我們平衡各種考慮精心

挑選出來的，例如部分設計師學員對某些工藝創作有深入研究，有些則是出色的工業設計師、建築師或平面設計

師，而他們過往在本地及/或與信言設大使合作的創作經驗能讓他們在這次計劃裡充分發揮。雖然很遺憾「十二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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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原作大師未能參與今年的「未．共研社」，但相信我們所挑選出來的設計師學員能與自 2008 年創作的 12 件大

師生肖原作擦出火花。這些在香港土生土長或現居於香港的新世代設計師學員能夠運用他們的專業知識，積極分享

和發掘不同的創造方式，如應用創新生物材料與升級再造材料、細膩的木工製作、本地陶藝，又或是找來本地製銅

匠人協助完成最終作品。部分設計師積極以抽象的形式表達生肖動物，有些則深受中國傳統文化裡生肖藝術展現的

人與動物之間的聯繫啟發。他們的表達模式和製作技術非常多元化，正好體現出我們的文化設計社群百花齊放、豐

富多變的特質。在早前的分享中，我們了解到清朝時宮廷會採用歷史長達百年之久的物料，亦會大膽地應用動物及

傳說圖案設計，這些歷史悠久的設計價值帶來與匠人及專家以嶄新模式合作的機會，而這些關於文化及文化遺產的

討論實在極具啟發性。這次的十二生肖項目在社會中建立了新的對話，緊緊連繫大家，亦很高興能見證設計師、大

師和創意團隊彼此之間建立起友誼。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於 2022 年 7 月向公眾開放，我們的合作將能激發並加速長遠的設計、工藝及創作上的合作，帶

來正面積極的豐富文化氛圍，並推進設計研究、學習和參與。由梅潔樓贊助的「十二肖」項目為期 12 年，由 2008
年開始每年邀請亞洲區內一位優秀的藝術家、建築師或設計師，以當年的生肖為題創作一件大師級雕塑作品。我們

把延續「十二肖」的「未．共研社」2022 視為跨文化合作上傳承文化遺產中極具重要性和建設性的一環。我衷心希

望大家欣賞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士林館裡的作品時能夠樂在其中，並享受閱讀這本記錄了「未．共研社」2022 六個

月進程的特別書冊。這次的嶄新合作所激起的火花將會長遠延續下去，新晉設計師、研究員和學者將繼續相互合

作，碰撞出更大的火花持續創新。我深信手工藝與意念創作緊密相連，而這種創作力量必然能有動力延續下去。 
 
感謝各位合作伙伴特別是給予這個寶貴機會的吳志華博士以及充分相信我們的創意能力的劉小康先生、大師導師、

設計師學員、包括周政和黃紹媚在內的項目團隊，以及合作單位參與這次精彩萬分的旅程。信言設計大使很自豪能

夠成為這個不斷成長的文化生態圈的一分子，傳承文化，讓一代又一代的設計師和學者分享和學習，而更重要的是

啟發大眾和未來的下一代。 

 
姚嘉珊 
聯合創辦人及執行總監 
信言設計大使 
202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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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共研社」的基本概念及原則 
 
概念 目標 
• 項目工作室概念 
• 持續學習 
• 終身合作 
• 以師徒指導的方式合作 
• 導師與學員互相學習 
•  

• 推廣意念交流 
• 以設計推進及改善社會健康及社群交流 
• 通過創意手法提升對環境議題的意識 
• 以合作或另類活動來提倡設計的正面價值 

 
 
3. 計劃背景 

 
「未．共研社」是信言設計大使的旗艦計劃，使設計在當代設計和生產文化中的過程和積極作用顯現出來。計劃源

於一個項目工作室的概念，透過導師與學員互相學習而促進終身合作。「未．共研社」由信言設計大使聯合創辦人

及執行總監姚嘉珊推動及構思，不同領域的專家協助導師和設計師學員團隊，探索不同材料的運用，進行製作，展

示公共空間設計及文化項目所帶來的正面價值，繼而進一步推廣香港、大灣區以至國際間的合作和交流。 
 
若要帶來改變，沒有任何力量比得上探索和理解「創新的文化遺產」。「未．共研社」2019 便是以此為題，而本年

度的「未．共研社」將此主題進一步深化，探討如何通過合作和實驗，在創作新物料技術的同時尊重傳統，並以創

意把我們的文化遺產傳給下一代。我們從對文化遺產的研究分析出發，共同塑造我們的城市的未來及工藝文化。在

此基礎上，「未．共研社」2022 年的主題為《傳與創：生肖新說》，探索如何在尊重傳統價值的同時，以當代觀感

擦出新火花。 
 
「未．共研社」2022 與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合作，計劃靈感源自以十二生肖為主題的文化設計探索活動「十二

肖」。「十二肖」為期 12 年，由 2008 年開始每年邀請亞洲區內一位優秀的藝術家或設計師，以當年的生肖為題創

作一件大師級雕塑作品。 
 
本年度的計劃為期六個月，是一次濃縮版本的「未．共研社」，誕生的契機源於當下急需創意合作激活疫情下的社

會環境。我們的團隊聯同合作伙伴，邀請了 12 位設計師/組合重新演繹「十二肖」的生肖作品，以他們的非凡創意

設計及製作全新的作品。他們在獨立創作的過程中，亦透過一系列工作坊和對談互相交流，作品於本年 7 月開幕的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士林館中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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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計劃成員  
 

主策展人 
- 姚嘉珊 (信言設計大使聯合創辦人及執行總監) 

 
合作夥伴 

- 劉小康 (靳劉高創意策略創辦人) 
- 吳志華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 

 
顧問 

- 王伊悠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副館長（研究策展及節目）) 
- 焦天龍(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首席研究員) 

 
大師導師 

- 許誠毅 
- 薩璨如 
- 劉家寶 
- 陳瑞麟 
- 靳埭強 
- 盧志榮 
- 羅偉基 
- 文鳳儀 & 莫一新 
- 陳日榮  
- 劉小康 

 
設計師學員 

- 彭展華 
- 周健龍  
- 梁康勤  
- 蘇暢 
- 陳濬人  
- 吳燕玲 
- 翟凱怡 
- Florian Wegenast & Christine Lew 
- Julie Progin & Jesse Mc Lin 
- Alexandra Batten & Daniel Kamp 
- Mic Leong & Soilworm Lai 
- 劉天浩 

 
「未‧共研社」2022 策展及項目團隊： 

- 姚嘉珊 (主策展人) 
- 周政 (副策展人/ 設計師) 
- 余瑞婷 (項目及傳訊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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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策展設計要求 
 
每位設計師學員設計及製作一件生肖作品，尺寸在 25cm x 25cm x 25cm 以內，回應相對應的「十二肖」前作的同時，

以嶄新的設計重新演繹十二生肖。 
 
策展人對設計及製作過程所提出的指導提問： 
 

1. 物料 
o 如何挑戰前作所用物料表現出來的外觀？ 
o 如何重新演繹前作所用物料表現出來的寓意？ 
o 如何在前作所用的物料中加入新物料？ 
o 物料的可持續性在新設計中擔當什麼角色？ 

 
2. 工藝及科技 

o 如何分析：可應用拍攝或 3D 掃描技術？ 
o 如何製作：應用本土傳統工藝，結合 3D 打印技術或 CNC 電腦數控技術？ 
o 如何把新科技 (3D 掃描、擴增實境 AR、虛擬實境 VR、3D 打印技術或 CNC 電腦數控技術等)

結合傳統工藝製作(木工、編織、鑄造等)，以改良製作過程？ 
 

3. 敘述 / 設計哲學 / Design-設計 
o 生肖對你來說有何意義？ 
o 文化或傳統遺產如何影響你的設計和實驗？ 
o 你覺得你的作品在數年後會變成怎樣？ 
o 「傳承與創新」的主題如何影響你的設計過程？ 
o 你的新創作除了回應前作外，作為設計師/研究人/匠人如何使作品具有功能或帶出重大的設計思

維？  
 
原始策展陳列概念,效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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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集體指導概念 

                
 
 
作為加速濃縮版的「未．共研社」，今次計劃嘗試採用集體指導概念：每位學員根據生肖主題被安排一位初始導

師，以及一位輪轉導師在文化研究與設計探索上提供不同的看法。這樣的集體指導概念加強了這次計劃的合作性，

也給每一位設計師學員提供了在文化遺產、材料、手工藝與設計議題上多角度的幫助。 
 
設計師學員之間的交流也是「未．共研社 2022」的重點之一，設計師學員為有相同材料或技術興趣的其他學員主持

工作坊，通過互相學習、交流，以充滿創意的方式探索與眾不同的設計思路。 
 
每一件新的生肖作品，都展示了設計師學員最擅長的專業技能，並在導師與顧問的指導下，嘗試新的元素，並以此

通過設計語言回應我們這個時代所面對的挑戰與環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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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覽： 
生肖 十二肖 

大師 
「未‧共研社」2022 
集體導師 

「未‧共研社」2022 
設計師學員 

鼠 劉建文  
(2008) 

姚嘉珊 
陳日榮 

彭展華 

牛 張義 
(2009) 

王伊悠 
劉小康 

周健龍 

虎 許誠毅 
(2010) 

許誠毅 
盧志榮 

梁康勤 

兔 薩璨如 
(2011) 

薩璨如 
靳埭強 

蘇暢 

龍 劉家寶 
(2012) 

劉家寶 
靳埭強  

陳濬人 

蛇 陳瑞麟 
(2013) 

陳瑞麟 
王伊悠 

吳燕玲 

馬 靳埭強 
(2014) 

靳埭強 
羅偉基 

翟凱怡 

羊 盧志榮 
(2015) 

盧志榮 
姚嘉珊 

Florian Wegenast & Christine Lew 

猴 羅偉基 
(2016) 

羅偉基 
焦天龍 

Julie Progin & Jesse Mc Lin 

雞 文鳳儀 & 莫一新 
(2017) 

文鳳儀 & 莫一新 
劉小康 

Daniel Kamp & Alexandra Batten 

狗 陳日榮 
(2018) 

陳日榮 
焦天龍 

Mic Leong & Soilworm Lai 

豬 劉小康 
(2019) 

劉小康 
薩璨如 

劉天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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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項目進程 
  

階段 里程碑 

1-2 月 前期研究及策展 策展計劃書 
策展設計要求 

3 月  研究及概念設計 圓桌討論系列 

4 月  深化設計及原型創作  設計分享會 
設計點評工作坊 

5 月   組裝及製作 參觀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探訪設計工作坊 

6 月 安裝及展陳 佈展 

 
 

8. 活動 
  
「未‧共研社」2022：圓桌討論系列 
2022 年 3 月 17 日及 29 日 
「圓桌討論系列」邀請曾參加「十二肖」的設計大師以及來自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策展人進行分享，開啟今次

「未．共研社」。「大師圓桌討論」由主策展人姚嘉珊主持，參與分享討論的的設計大師包括薩璨如、劉家寶、陳

瑞麟、靳埭強、盧志榮、羅偉基、陳日榮、劉小康。「圓桌分享會」則邀請到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副館長（研究策

展及節目）王伊悠和首席研究員焦天龍與大家分享中國傳統歷史文化與藝術背景。 
 
「未‧共研社」2022：設計分享會 
2022 年 4 月 7 日 
設計師學員首次展示了他們的研究發現與初步設計概念。該分享會由主策展人姚嘉珊主持，大師導師、顧問對設計

師學員的設計成果給予了建設性的評價反饋，設計師學員之間亦互相交流學習，合作式的設計過程自該分享會開始

不斷發展，貫穿 4 月。 
設計分享會的評論嘉賓包括主策展人姚嘉珊，大師導師劉家寶、陳日榮、薩璨如、陳瑞麟、靳埭強、盧志榮，以及

顧問王伊悠。 
 
「未‧共研社」2022：設計點評工作坊 
2022 年 4 月 28 日 
作為「未．共研社 2022」的重點活動，設計點評工作坊邀請所有設計師學員來到信言設計大使於香港石塘咀的工作

室空間分享他們的最終設計概念。工作坊以實體混合線上的模式進行，由主策展人姚嘉珊主持，參與的導師及顧問

包括劉小康、盧志榮、靳埭強、陳日榮、劉家寶、薩璨如、陳瑞麟、王伊悠和焦天龍，而特邀點評嘉賓吳志華（香

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和邵達輝（香港大學建築學系系主任）亦通過線上形式參加了此次活動。 
在設計點評工作坊中，設計師學員展示了他們的設計原型模型、材料樣板以及設計過程記錄。設計師學員與點評嘉

賓間的深入交流，為下一階段設計深化與製作生產提供了重要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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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共研社」2022：參觀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2022 年 5 月 12 日 
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開館前，「未．共研社 2022」顧問焦天龍帶領設計師學員參觀了博物館的士林館和其中一個

展館。焦天龍向大家介紹了這座聚焦於中國傳統歷史文化遺產的博物館所採用的策展策略，分享了即將展出的藏

品，並且回答了設計師學員們的問題。在士林館裡，設計學員也了解到未來生肖作品的展陳設計概念。這次參觀讓

設計師學員更為深入了解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以及文化遺產對於香港的意義。 
 
「未‧共研社」2022：探訪設計工作坊 
2022 年 5 月 
在 2022 年 5 月，設計師學員周健龍，Julie Progin 和 Jesse Mc Lin， Daniel Kamp 和 Alexandra Batten， 以及

翟凱怡開放了他們的工作室，邀請其他設計師學員一同交流不同的製作工藝。這種集體合作形式的交流過程也為設

計師學員提供了寶貴的機會，以嘗試新的材料和製作方法。 
 
9. 附錄: 計劃成員 
 
主策展人 

姚嘉珊 
姚嘉珊為本地註冊非牟利慈善團體「香港設計大使」創立的信言設計大使的聯合

創辦人及執行總監，積極帶領推動創立富有意義、發展長遠的平台，以策劃及資

助不同設計領域裡意念創新的研究和項目。她推動及構思的旗艦項目「未．共研

社」匯聚設計社群共同探討不同設計議題，包括香港公共微型公園的新設計，以

及有關文化遺產及創新的主題。姚嘉珊亦是建築師及 ESKYIU 的創辦人之一，

ESKYIU 乃一家屢獲殊榮的多領域建築設計工作室，於 2005 年於紐約創立，現以

香港為根據地。她曾於 2009 年擔任港深城市\ 建築雙城雙年展總策展人，並策劃

了 Value Factory 位於深圳的「 Studio-X 」項目。姚嘉珊與合夥人 Eric 
Schuldenfrei 二人曾以他們於威尼斯雙年展的裝置項目榮獲 2010 年度的

「Architectural League Prize」；也曾以「Movement culture: installation for 
Ido Porta」及由巴塞爾藝術展贊助的作品「Ephemera」榮獲《Architectural Record》「設計先鋒（Design 
Vanguard）」稱號與亞洲最具影響力設計獎 (Design for Asia Award) 。二人近年亦為樓高 22 層的辦公大樓項目

K11 Atelier King’s Road 操刀室內建築設計及景觀設計策略，他們的設計包括多用途展廳並融入可持續發展及文化

遺產等元素。姚嘉珊曾參加多個國際性演講，包括普林斯頓大學「另類實踐」講座、《Architectural Record》舉

辦的「China NEXT」研討會、於越南舉辦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歷史城市景觀」論壇，以及哈佛大學 AsiaGSD「建

築獨一無二的份量：聚焦亞洲」會議。她曾任教於倫敦建築聯盟學院、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建築、規劃及保育研究

生學院、帕森設計學院、香港大學建築學系（2007-2010）及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2010-2014）。及後，她一直

滿懷熱情專注於帶領信言設計大使的工作，與國際伙伴一同積極推動香港乃至大灣區多個項目及計劃。 
 
 
 
 
 
 
 
 
 
 
 
 
 
 



 
Heritage  
is  
Creative Generation 

                                                 

19 
 

合作伙伴  
吳志華 
吳志華博士現任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是一所正於香港

西九文化區興建的文化設施，以推動中國文化藝術的欣賞，及促進不同文明的對

話為目的。博物館將於 2022 年年中開幕。吳博士於 1988 年投身香港公共博物館

工作，出任助理館長一職。及後在多間博物館任職，至 2002 年晉升至總館長。

在加入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前，吳博士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

署副署長，負責管理該署的文化相關機構，包括博物館、表演藝術場地、視覺藝

術中心及公共圖書館。吳博士是一位出色的歷史學家，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獲

歷史學學士、哲學碩士和哲學博士學位，並獲悉尼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文憑。他的

研究及出版聚焦香港歷史及文化遺產管理。 
 
 

 
 
劉小康 
著名設計師及藝術家，現為靳劉高創意策略創辦人、亞洲設計連副主席、香港設

計及創意產業總會主席等職務。  
從事設計及藝術創作三十多年，獲奬超過三百項。代表作包括屈臣氏蒸餾水水瓶

（獲「瓶裝水世界」全球設計大奬 2004）及其品牌形象，「椅子書法」系列海報

（獲「2010 年香港國際海報三年展『評審大獎』及『銅獎』」及 2011 年德國紅

點設計大獎）。2015 年，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辦了「劉小康決定設計」個人展覽。 
2021 年，獲得「香港出版雙年奬最佳出版大奬」及「DFA 亞洲最具影響力設計獎 
– 世界傑出華人設計師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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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導師 
許誠毅 
許誠毅於香港出生，從事動畫製作逾 30 年。他畢業於香港理工學院，及後加入動

畫製作公司 PDI/夢工場，並逐漸領導公司的動畫團隊製作各類廣告、短片及長片

動畫，當中包括奧斯卡最佳動畫片《史力加》。 
許誠毅的導演生涯始於其首部聯合執導的動畫電影《史力加 3: 咁就三世》。他其

後執導了《功夫熊貓》外傳短片《蓋世五俠的秘密》，並聯合執導了《史力加》

的萬聖節特別動畫節目《Scared Shrekless》。他執導的作品還包括《無敵貓劍

俠》外傳短片《三隻小魔怪》，以及動畫電視影集《馴龍記：百格島騎士》及

《馴龍記：捍衛百格島》。 
《捉妖記》是許誠毅在亞洲執導的首部真人動畫電影，成功將其過往在荷里活製

作動畫及電影的經驗帶到中國。《捉妖記》在 2015 年上映時創下中國電影票房的

最高記錄，而他後來執導的續集《捉妖記 2》在中國亦票房大賣。 
 
 
 

薩璨如 
薩璨如於香港出生，年幼時居於日本及台灣。她於美國紐約哈德遜亞納達爾巴德

學院取得心理學系學士學位，並於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取得藝術與教育碩士學

位。1979 年，薩璨如移居意大利，專注於鑽研大理石雕塑藝術。她的大型創作主

要來自酒店、地產商及藝術收藏家委約，作品遍佈中國、香港、台灣、南韓、英

國及美國。她的藝術創作靈感取自大自然，從心出發試圖理解和觸碰人性深處，

在人人終有一死的現實當中創造出瞬間的解脫，以藝術提醒我們從內而外探索自

我。 
 
 
 
 

 
 
 

劉家寶 
劉家寶目前在福特汽車公司工作，有豐富的全球設計經驗，曾在全球包括北美、

歐洲、中國等地的設計工作室工作。劉家寶現任福特汽車公司 Ford New 
Mobility Studio 的設計總監，專責應用以人為本的思維和設計，研發創新的智能

出行方案及生態系統。她的個人設計理念是用靈魂和個性來設計，讓作品喚醒人

們的想像、夢想和情感。劉家寶在設計領域內所取得的成就還為她贏得了廣泛的

國際盛譽和認可，其中包括 2012 年被香港南華早報評選為「25 名香港最具影響

力的傑出女性」；《優家畫報》和《紐約時報》「2011 年全球優女性」；2006
年 DFA 世界傑出華人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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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瑞麟 
「將中國現代設計的精粹帶到全世界」，這是 Qeelin 創辦人暨創意總監陳瑞麟的

願景，成功創立揉合西方精湛卓絕的工藝與中國美學的高級珠寶品牌。 
陳瑞麟於英國倫敦展開設計師的事業生涯。其後他返回香港，加入有「工業設計

界教父」之稱的 Mr. Ken K. Shimasaki 所統領的設計顧問公司。 1989 年，陳瑞

麟開設自己的設計公司 Longford，專門為國際品牌提供專業的設計顧問服務。 
一直以來，陳瑞麟在各個設計範疇中不斷作出自我挑戰。他深信設計無界限，所

以推出 Qeelin 這個高級珠寶品牌，他認為這個發展是極為自然的。擁有獨特的設

計思維，旨在把中國傳統的設計融合時尚的潮流元素，創造出與眾不同、獨具個

性的尊貴珠寶系列。 2004 年張曼玉參加康城影展並獲頒最佳女主角之時，她所佩

戴的 Wulu 鑽石耳環便引起國際間的注目。 
 
 
 

 靳埭強 
靳埭強博士為國際著名設計師及藝術家，於 1967 年開始從事設計工作，曾獲無

數殊榮，其中包括香港十大傑出青年(1979)，市政局設計大獎(1984)，首位華人

名列世界平面設計師名人錄(1995)，香港特區頒予銅紫荊星章勳銜(1999)及銀紫

荊星章勳銜(2010)，香港設計師協會終身榮譽獎(2016)。靳埭強博士熱心藝術及

設計推展工作，現為汕頭大學長江藝術與設計學院榮譽院長、香港設計師協會資

深會員、國際平面設計聯盟 AGI 會員、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藝術顧問及香港藝術館

榮譽顧問。 

 

 

 

 

盧志榮 

2015《世界傑出華人設計師》得獎人，盧志榮的豐富創作涵蓋了建築、雕塑、室

內與家具設計等領域，他一直以對理念的淨化、詩意的詮釋、細節的關注，備受

意大利及國際設計界推崇。他的創作，以他的“以詩為用，以用為詩”為中心思

想，融匯古今智慧與感悟，重申永恆和簡潔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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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偉基 
羅偉基於 2021 年 4 月 1 日起擔任福特汽車公司全球設計副總裁，負責打造一系

列獨特、真實並忠於福特價值觀的產品和服務，創造出最具吸引力及具有一致性

的品牌體驗。 
羅偉基為雷諾汽車前外飾設計副總裁，任內帶領設計團隊打造雷諾和達契亞的新

產品系列，而他在雷諾「人生阶段(Cycle of Life)」設計策略的開發工作擔當了

尤其重要的角色，產生出一系列屢獲殊榮的概念汽車，包括 Dezir、Captur、R-
Space、Frendzy、 Twin’Z、Twin’Run 及 Trezor。 
羅偉基於 2010 年加入雷諾汽車，在此之前曾擔任通用汽車歐洲的產品前瞻性設

計總監(2004-2010)，以及瑞典薩博的產品前瞻性首席設計師(2000-2004)。更早

以前，他曾在賽德斯—奔馳（日本）及奧迪（德國）工作。 
 
 

文鳳儀 & 莫一新 
文鳳儀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1995 年與莫一新成立「藝術家工作室」，從

事創作及藝術教育工作。1999 年獲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藝術學系碩士，其後任職

該校兼任講師至 2001 年。2008 年獲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學系碩士（道

教研究）。她過去曾參與多個展覽，作品為多間知名機構及私人收藏。 
莫一新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其後獲取廣州美術學院藝術學碩士，曾任香

港雕塑學會會長，現兼任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近三十年創作生涯中，莫一新

曾參與無數展覽，包括香港巴爾塞藝術展、英國倫敦 BRIC 展、香港藝術雙年、

藝文薈澳國際藝術大展等。 
 
 

 
 
陳日榮 
陳日榮早年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及哈佛大學設計研究院修讀建築，畢業後加入

法蘭克蓋瑞的洛衫磯建築事務所 Frank O. Gehry & Associates，出任設計合伙

人期間負責事務所多項重大文化及機構類項目。2013 年，陳日榮創辦了個人建築

及設計事務所 EC3，項目涵蓋多個設計領域。多年來，陳日榮成就備受肯定，屢

獲殊榮，包括法國藝術與文學勳章騎士勳位及 2017 年美國進步建築獎，他於

2018 年亦入圍 MCHAP 美洲建築獎 (Mies Crown Hall Americas Prize)的最後

六強。 
 
 
 
 

 
 
劉小康 
著名設計師及藝術家，現為靳劉高創意策略創辦人、亞洲設計連副主席、香港設

計及創意產業總會主席等職務。  
從事設計及藝術創作三十多年，獲奬超過三百項。代表作包括屈臣氏蒸餾水水瓶

（獲「瓶裝水世界」全球設計大奬 2004）及其品牌形象，「椅子書法」系列海報

（獲「2010 年香港國際海報三年展『評審大獎』及『銅獎』」及 2011 年德國紅

點設計大獎）。2015 年，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辦了「劉小康決定設計」個人展覽。 
2021 年，獲得「香港出版雙年奬最佳出版大奬」及「DFA 亞洲最具影響力設計獎 
– 世界傑出華人設計師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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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 
 

王伊悠 
王伊悠博士現任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副館長，負責該館的研究、館藏、展覽、出

版、學習及公眾參與。曾任美國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佛利爾－賽克勒藝術博物

館）中國藝術專家，波士頓迪美博物館中國部主任策展人，參與了十多項中國、

韓國和日本藝術展覽的策劃。她與故宮博物院以及美國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合作，

與司美茵聯合策劃 《鳳舞紫禁：清代皇后的藝術與生活》大展，被《波士頓環球

報》評為 2018年度《最佳歷史及主題展》，被藝術雜誌Hyperallergic評為 2019
年度 《美國最佳 20 場藝術展》，被中國文物交流中心評為 2019 年度《最具綜合

影響力的出境展覽》。王伊悠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藝術收藏史、漆器、宮廷肖像

畫以及攝影史，與司美茵合編的《鳳舞紫禁：清代皇后的藝術與生活》一書獲

2019 年度史密森博物學院秘書長研究獎。她曾獲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獎金、蓋蒂

基金會博物館領袖獎、史密森博物學院的博士後、弘揚世界文化獎以及學術研究獎。她也是美國博物館聯盟中國項

目的主席和創始人，致力於推動兩國文博界的合作與交流。 
 
 

 
焦天龍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首席研究員。1987 年獲北京大學學士學位、2003 年獲美國

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曾任美國丹佛美術博物館亞洲部主任、美國舊金山亞洲美術

博物館中國部主任、香港海事博物館總館長、畢士普博物館人類學部主任、美國

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助教、哈佛大學東亞考古學講座負責人等職，並曾兼任美國夏

威夷大學兼職教授、廈門大學講座教授、中國科技大學講席教授、山東大學客座

教授。研究專長為中國考古與藝術史。曾策劃多項大型博物館展覽，並在中國大

陸、香港、台灣、美國和中美洲等地從事和主持考古發掘研究。多次在大型國際

學術會議如東亞考古學會、印度-太平洋史前學會、太平洋科學協會和美國考古學

年會上主持論壇。應邀在美國、英國、日本、台灣、香港和中國大陸的多所大學

和研究所作學術演講。用中、英文發表專著和合著 9 本、論文 100 餘篇。曾獲美

國哈佛大學優秀教學成果獎。英文專著《The Neolithic of Southeast China》 獲美國 2007 年度 The Philip and 
Eugenia Chu 亞洲研究傑出成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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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師學員 
彭展華 
彭展華（信言設計大使種籽資助計劃成功申請人）為專欄作家、香港

DOCOMOMO 成員及注冊建築師。他於香港大學修畢建築學碩士，曾於英國倫

敦、奧地利維也納及中國上海從事建築設計事務。 
在 2011 至 2012 年間，他於日本建築大師磯崎新的上海工作室任項目建築師，領

導團隊設計一系列都市規劃及建築項目。他其後於 2015 年創辦 AaaM 
Architects。 
彭展華的建築研究及照片調查項目在 2020 年得到信言設計大使種籽資助計劃的

支持，透過影像描繪和展現香港粗野主義建築的歷史和美學。 
 
 

 
 
 

周健龍 
「一木工房」的名字源自「一輩子」與「木工」，希望做出能用一輩子的傢具。 
工房由周健龍創辦，旨在探尋和重新思考真正的木匠工藝與木工機械操作的分

別，重拾香港木工文化，尋根究底。 
周健龍熱愛木匠工藝，致力推廣木工文化，並不斷透過實驗與創新加強其木工技

術。在 2016 至 2019 年期間，他曾到台北、台中及吉林的木工工作室學習，觀察

中、港、中木工的文化與技術差異，加深對傳統木工的認識。 

 

 

 

 

 

梁康勤 
梁康勤是一位香港設計師，自小居於西貢。設計足跡涵蓋產品、材料、裝置及空

間設計。她於荷蘭燕豪芬設計學院本科畢業，也曾是香港兆基創意書院視覺藝

術、空間研習及設計課程的老師。她喜歡旅居，曾於中國、芬蘭、荷蘭及日本作

藝術駐場。2017 年梁康勤獲 DFA 香港青年設計才俊獎，前往泰國 Studiomake 
Architects 作一年實習生。 
梁康勤曾在荷蘭建築陶瓷廠 Royal Tichelaar Makkum 工作，八年的荷蘭生活讓 
她培養一種 can-do 、樂觀、好尋根探索的設計態度。2020 年創辦透明未來設

計，翌年與建築設計師 Loky Leung 以「香港土磚」這企劃回收地盤廢土作有意

義的循環再造。「香港土磚」項目為信言設計大使專題資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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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暢 
蘇暢為蘇暢設計研究室主持建築師，兼作策展與寫作，現於香港大學任教建築設

計。設計實踐通過當代文化反思歷史建築類型，在建築與地景之間尋找新公共生

活的空間場所。設計研究項目注重跨學科合作以打破學科與知識的壁壘。 
蘇暢的寫作與翻譯作品關注建築在不同領域的思想聯繫，包括《美好生活：現代

建築導訪》中文譯本，評論、訪談、論述多次在 Wallpaper、台灣建築及哈佛

Platform 等刊物發表。 
蘇暢畢業於哈佛大學設計研究院，獲建築學碩士學位、畢業嘉獎及院長獎學金；

一級榮譽畢業於香港大學建築學系，獲建築學文學士及全額獎學金；曾就讀於北

京大學與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 
蘇暢為信言設計大師種籽資助計劃成功申請人。 

 
 

 
陳濬人 
香港字體設計師、平面設計師及音樂人。2009 年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視

覺傳達系。2010 年與設計師徐壽懿 Chris Tsui 創嘗設計公司叁語設計 Trilingua 
Design。2011 年起研究香港北魏真書體字體風格，於 2018 年出版結集長達八年

的香港北魏研究以及字體設計作品《香港北魏真書》，並獲得香港出版雙年獎

2019 出版大獎及藝術與設計類最佳出版獎。香港北魏真書字體設計同時獲得

「New York Type Directors Club」的字體設計獎。「2019 DFA 香港青年設計

才俊獎」得獎者。他是香港最大型設計展 deTour 2020 及 deTour 2021 的聯合策

展人。 
陳濬人是信言設計大使種籽資助計劃的成功申請人，其專題項目名為「香港北魏

真書」。他亦為「未‧共研社」2019 設計師學員，其作品以設覺設計概念由虎豹

別墅的傳奇歷史切入，連結到當代音樂機構。 
 
 

 
吳燕玲 
吳燕玲為 The Fabrick Lab 創辦人，曾被《Elle Deco》雜誌譽為「高科技界仙

子」，專門研究紡織品、電子產品、仿生科技、室內設計及裝置藝術。她是一位

英藉華裔物料設計師，畢業於倫敦中央聖馬丁藝術與設計學院，以優異成績取得

Textile Futures 設計碩士學位。吳燕玲是國際知名的 TED 研究員及劍橋大學可持

續領導力學院校友，並榮獲多個設計獎項，包括登上意大利《安邸 AD》雜誌的

「AD100 創變者」榜單及 INDE. Awards「最具影響力人士」榜單，並獲頒《設

計選集》雜誌的「新銳人才獎」、全球綠色經濟論壇（GGEF）「生態創新

獎」、施華洛世奇水晶「未來設計師獎」和《Tatler》雜誌的「Gen T 大獎」。她

曾與日產汽車歐洲設計中心以及諾基亞北京設計中心等國際設計公司合作，在香

港被譽為 50 位最機智靈活、最具創意遠見、最具創新影響力及最具顛覆性的人才

之一。在 2020 年，吳燕玲獲委任為 Nature Squared 創新物料總監。 
吳燕玲是信言設計大使專題資助計劃的成功申請人，其計劃為一項持續的紡織實驗，遊走於傳統工藝及當代對物料

的認知之間，充當橋樑將兩者揉合。她亦是「未‧共研社」2019 設計師學員，在與導師郭錫恩與胡如珊的指導下，與

太平地氈合作設計出「鳳凰舞動」特色地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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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凱怡 
翟凱怡是 EDIT 和 EDITECTURE 的始創合伙人， 畢業於倫敦大學學院的建築系 
(Bartlett School of Architecture,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EDITECTURE
成立於 2014 年， 在本地提供建築、時裝、藝術和室內設計等服務。翟凱怡於

2021 及 2019 獲得 40 under40 PRESTIGE AWARD / PERSPECTIVE AWARD。 
翟凱怡於 2011 創立 EDIT，為一個品牌概念店以及國際時裝品牌。她希望展現一

個全新綜合設計概念，將設計與生活融合，深信「在生活上，每個人都是自己的

編輯者」。翟凱怡致力把環保元素概念加入設計項目上，希望透過設計向客戶、

社區甚至世界作一步一步的環保貢獻。 
 
 

 
 

 
Florian Wegenast & Christine Lew 
Studio Florian and Christine 是由 Florian Wegenast 及 Christine Lew 成立的

多學科設計工作室，工作室現時以香港為根據地。二人皆畢業於中央聖馬丁藝術

與設計學院，擅長工業設計、時裝設計及物料創新，擁有國際設計工作經驗。工

作室致力探索可持續物料、傳統工藝及社會創新的交匯點，二人在過去三年研究

本地廢料，與工藝大師及匠人合作，並結合各種 3D 技術。他們的研究集中探討

傳統工藝如何能結合現代科技及當代文化。 
Florian Wegenast 及 Christine Lew 共有兩個項目獲得信言設計大使種籽資助計

劃支持，二人亦是「未‧共研社」2019 設計師學員，過往積極學習及研究香港傳

統工藝，並將之融入他們的作品之中。 
 
 

 
 

Julie Progin & Jesse Mc Lin 
Julie & Jesse 由設計師兼藝術家二人組 Julie Progin 和 Jesse Mc Lin 創立，工作

室以香港及景德鎮為據點。二人的作品遊走於設計、工藝與藝術之間，結合研究

及物料實驗，製作創新的瓷器及裝置。他們對每一個項目的處理方針都各有不

同，由其歷史文化背景出發，結合易於取得的資源，打造出獨一無二的作品，展

現出二人不斷反覆創新的設計過程。他們的作品曾於香港 M+博物館、深圳設計

互聯及米蘭三年展中展出，並得到機構、公共及私人收藏，包括中國陶瓷博物

館、M+博物館及 K11 Art Foundation。 
Julie Progin 和 Jesse Mc Lin 曾參與 design*lab 的信言設計大使專題資助計劃

「Micro Factory」，亦是「未‧共研社」2019 設計師學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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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ra Batten & Daniel Kamp  
Batten and Kamp 由二人設計師／藝術家組合 Alexandra Batten 及 Daniel 
Kamp 創立。二人於紐西蘭出生，現居於香港，善於創作具功能性的雕塑，作品

得到國際畫廊及收藏家收藏。他們親自逐件作品製作，並與一個經改造的工廠空

間合作製作，工場位於香港島邊陲，就在茂密山林與熱鬧的市區之間。 
Batten and Kamp 的作品由全球各地的畫廊代理，包括紐約、上海、東京、日

內瓦、哥本哈根及香港。他們曾於諾瓦利斯及「Designart Tokyo」東京設計藝術

節舉行個人展覽，並參與了眾多群展及國際藝術展，包括丹麥「Enter Art Fair」
藝術展及香港典亞藝博。他們的工作室及作品曾獲多家媒體報導，包括《Hype 
Beast》、《Designboom》、《設計選集》、《ID Magazine》、

《Somewhere magazine》、《Axis Magazine》、《Ignant》等。 
 
 

 
Mic Leong & Soilworm Lai  
Stickyline 是香港著名的創作二人組，由 Mic Leong 和 Soilworm Lai 組成，以獨

特的大型多面體雕塑突顯其創意工程、數學和幾何結構的複雜性。通過使用紙和

金屬作主要媒介，兩人創造了極簡幾何美學。簡單的形狀，結合動力學、聲音和

光等技術，增加其雕塑、藝術裝置、特定地點項目和私人委託中的體驗。 
於 2013 年至 2014 年間，Stickyline 受香港設計大使及香港設計中心邀請，到德

國柏林及意大利米蘭交流，參與 International Design Festival Berlin 2013 及參

展米蘭設計周 2014。合作品牌包括 Henrik Vibskov、Ralph Lauren、
Mercedes-Benz, Puma、Paul and Shark、Lomography 及 Givenchy。 
二人的「On/Off」項目在 2016 年獲得信言設計大使種籽資助計劃支持，及後其

設計裝置在 2017 年於深圳海上世界文化藝術中心公開，並於 2018 年獲得「DFA
亞洲最具影響力設計獎」銀獎。 
 
 
 

 
劉天浩 
劉天浩曾是埃因霍芬設計學院學生。他是藝術家和泛領域設計師，現居香港，工

作涉猎商業及公共項目，創作包括平面、產品、室内及展覽設計, 而他為深圳濟心

集團設計的 Tin 1 原子筆曾獲法蘭克福展覽主辦思誕行中國文具大賞金獎。他亦從

事顧問工作，游走於商業、設計和藝術之間，為客戶提供意見、建立關係和催化

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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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附錄: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士林館  
 
士林館是香港故宮以「客廳」為理念打造的一個多用途空間，將舉辦一系列文化藝術活動。士林館囊括了 37 位來自

香港的設計師、藝術家、匠人和策展人的作品，他們包括： 

 

劉小康，士林館的藝術總監，並設計了「明式交織椅」； 

謝成聯及吳鋌灝，作為匠人製作了「明式交織椅」； 

陳維正，設計了名為「憶」的陳列𣕧𣕧; 

傅厚民, 設計了名為「交匯」的手工地氈； 

張義，創作的名為「坤」的浮雕作品； 

馮永基，創作了名為「千秋」的水墨畫； 

施子清，創作了書法作品「蘇東坡-後赤壁賦」； 

 

「十二肖」 

 

劉米高，創作了生肖鼠雕塑「劉米鼠」； 

張義，創作了生肖牛雕塑「二牛」； 

許誠毅，創作了生肖虎雕塑「毅虎」； 

薩璨如，創作了生肖兔雕塑「如兔」； 

劉家寶，創作了生肖龍雕塑「龍行」； 

陳瑞麟，創作了生肖蛇雕塑「蛇舞」； 

靳埭強，創作了生肖馬雕塑「易馬」； 

盧志榮，創作了生肖羊雕塑「羊祥」； 

羅偉基，創作了生肖猴雕塑「翔猴」； 

文鳳儀及莫一新，創作了生肖雞雕塑「和鸞」； 

陳日榮，創作了生肖狗雕塑「樂犬」； 

劉小康，創作了「豕喆」； 

 

「未．共研社 2022」《傳與創：生肖新說》 

 

策展團隊： 

姚嘉珊 （主策展人） 

周政（副策展人/設計師） 

 

設計學員： 

彭展華， 創作了生肖鼠作品「鼠舍」； 

周健龍， 創作了生肖牛作品「曦月」； 

梁康勤， 創作了生肖虎作品「虎冊」； 

蘇暢， 創作了生肖兔作品「雙兔」； 

陳濬人， 創作了生肖龍作品「新龍」； 

吳燕玲， 創作了生肖蛇作品「蛻變」； 

翟凱怡， 創作了生肖馬作品「生態唐三彩駒」； 

Florian Wegenast & Christine Lew， 創作了生肖羊作品「祥芝」； 

Julie Progin & Jesse Mc Lin ， 創作了生肖猴作品「我們」; 

Daniel Kamp & Alexandra Batten ， 創作了生肖雞作品「破曉」； 

Mic Leong & Soilworm Lai ， 創作了生肖狗作品「羈絆」； 

劉天浩， 創作了生肖豬作品「並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