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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美國的狄培理教授（William Theo-
dore de Bary）是國際知名的漢學權威，在
接近七十年的學術生涯中，編寫過三十本以
上的專書，是美國儒學開創性人物。他一生
桃李滿門，縱使已九十多歲，仍孜孜不倦地
從事教育和研究工作，他在漢學研究上作出
偉大的貢獻，使他獲得了2016年唐獎的漢
學獎。
香港有邵逸夫爵士設立了「邵逸夫獎」，

表彰在學術及科學研究或應用上在近期獲得
突破性的成果，和該成果對人類生活產生深
遠影響的科學家。而台灣則有企業家尹衍樑
設立的「唐獎」，鼓勵人們推動永續發展。
有感於全球化的進步與發展，在人類享受文
明的豐厚果實與科技所帶來的便利之時，人
類亦面臨氣候變遷、貧富差距、社會道德式
微等考驗，為鼓勵世人重新省思永續發展的
中庸之道，尹衍樑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設立

唐獎。早前，唐獎教育基金會執行長陳振川
應邀來港介紹唐獎予香港公眾認識。
諾貝爾獎、邵逸夫獎等均多數以獎項的設

立者命名，但唐獎則不同，據陳振川介紹，
唐獎的「唐」，其實取自唐朝的「唐」，因
唐朝是一個宗教、文化、民族融合的朝代，
其大融合促使了唐朝盛世，以「唐」字命
名，可令人見其名而想起中華文化所體現的
精神。唐獎的獎項分為四大領域，陳振川表
示，台灣時任「總統」馬英九出席第一屆唐
獎頒獎典禮時，以唐朝首都長安引申出
「長」、「治」、「久」、「安」四字，每
個字分別代表一個獎項。
「長」代表「永續發展獎」，旨在表彰對
人類永續發展所作的特殊而重大之貢獻，尤
指經由科學與技術的創新與發展所締建之貢
獻。「治」代表「法治獎」，以獎勵對法治
理念或實踐有創新，進而對法治之實現貢獻

卓著之個人或機構。「久」代表「漢學
獎」，其廣義之漢學，包括研究中國及相關
之學術，如思想、歷史、文字、文學、藝術
（不包括文學及藝術創作）等，該獎旨在表
彰漢學領域之成就，並彰顯中華文化對人類
文明發展之貢獻。「安」意指永保安康，則
代表「生技醫藥獎」，該獎用以表彰具原創
性之生物醫學及藥物研發之科學研究，對於

重要疾病之預防、診斷及治療有明確之影
響，以生技醫藥解決人類疾病的問題，有助
於人類健康之增進。
陳振川表示：「唐獎和其他獎項的不同之

處在於獲獎者除了能在該領域發現新的問題
外，亦要提供可行的解決方案，必須有實際
的貢獻，任何種族、性別、國籍的人均有平
等的獲獎機會。自二零一四年起，唐獎每兩

年頒發一次，提供每一項獎金新台幣四千萬
元整，並提供得獎人研究補助費新台幣一千
萬元，每個獎項均設獨立評選單位作評選，
每屆每一獎項之得獎人最多為三人。」創立
人尹衍樑希望藉唐獎的成立，激勵世界各地
人才發揮所長，積極投入與分享人類未來永
續發展研究與成果，致力為世界社會帶來創
新價值與改變。 文：朱慧恩

唐獎推動永續發展

由香港設計中心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
意香港」主辦的「Confluence．20+」香港

站展覽日前正式開幕。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蘇錦樑致開幕詞時表示：「在米蘭首站十三天
的展覽吸引了九萬五千人次參觀，更獲提名為
今年米蘭設計周五十項最佳展覽之一，可見香
港設計師的實力獲得國際認同。再過幾個星期
便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周年的大日子。
在這個時候邀請香港二十個來自不同界別的設
計單位，展出他們各具特色的作品，藉以展示
香港設計的活力和成就，別具意義。」他同時
希望透過是次設計展讓更多市民接觸到香港本
地設計師的作品，展現香港對藝術、文化方面
的貢獻。
是次展覽囊括了20個活躍於本地的香港及國
際設計單位參與，包括本地設計師劉小康
（Freeman）、羅發禮（James）、盧聲前、黃
炳 培 （ 又 一 山 人 、 Stanley） 、 張 智 強
（Gary）、吳燕玲（Elaine）等，部分參展作品
於米蘭首站展出時已獲得國際設計界的讚許。
而是次的香港站展出，設計師們更特別在展品
上加入大量具香港本地特色的元素，例如籠
屋、麻雀、紅白藍膠袋等，讓觀眾對展品更有
共鳴，這完完全全是屬於港人的展覽。展覽由
即日起至6月28日，在香港大會堂低座展覽廳
舉行，免費開放給公眾觀賞，讓參觀者感受到
設計師們匠心獨運的視野。

設計突顯本地特色
從米蘭回到香港主場，展覽中突顯本地特色
的設計作品愈加豐富。策展人周婉美（Amy）表
示，是次香港站設計展與首站的內容有一點分
別，她指，每一場設計展也會因應場地大小、
當地文化和特色等而注入新元素，更會邀請設
計師對其展品重新創作，令作品在各地展出時
能更配合當地文化，也使展品更具獨特性。而
Amy在是次展覽場地的設計中更別出心裁，加
入大量有直線線條的拱門，這也是香港人在過
去常見的建築特徵，增加場地氣氛之餘，也更
有香港味道。
為了是次設計展，各設計師同樣花盡心思、

積極投入。設計師劉小康將原本的大
師書法轉為香港的街頭書法字體，海
報作品發揮漢字結構和諧之美的同
時，更蘊藏着豐富而深刻的文化意
涵。他還以「打麻雀」為媒介象徵香
港、台北、上海、深圳四地的緊密聯
繫，他說：「作為土生土長的本地設
計師，在本土文化感染下成長，不可
能對這座城市沒有感情。我喜歡打麻雀，自然
從中有感而發。書法設計我選擇『粥粉麵
飯』、『招財進寶』這樣的常見詞語，還有的
創作靈感是來自於黑白電視的粵語長片、百家
姓和當舖招牌，總體都是來源於日常生活的趣
味。」
而建築師羅發禮更重新設計作品 Alpod。

James表示，Alpod是嶄新的流動住屋概念，能
配合當代都市人流動多變的生活模式，他在是
次展覽的Alpod作品中更加入了港式燒味、籠
屋、理髮舖等具香港特色的模型，令原本時尚
簡潔的Alpod獨立屋，搖身變成為富港式味道的
流動店舖。他更指，希望他的作品在日後巡迴
展覽的首爾站和芝加哥站中，能令外國人更認
識香港文化。

時裝結合傳統文化
本地年輕時裝設計師盧聲前的展出作品最初

來自一年半前與文化博物館的合作，靈感來源
於粵東磁廠的廣東彩瓷，他的創意卻不止於
此，反而會在新設計中充分考慮服裝的戶外實
用性，如將連衣裙擺化為吊床或帳篷，融合傳
統刺繡和戶外的多功能用途等。「我在服裝上
延續了廣彩的佈局，周圍花紋細密，中間位置
部分留白講故事。我也加入大笨象、啤啤熊等
流行元素，希望轉變大家對廣彩的陳舊印
象。」
他同時表示，香港資源豐富，人們多追求時

裝潮流和新潮外形，有時反而會忽視本地設計
師的功能性作品和設計細節，「有賴於香港時
裝設計師協會的支持及香港時裝節等的展示平
台，年輕時裝設計師得以展示作品。香港在時
裝生產配套方面沒有內地發達，較難直接找到
工廠紡織多種變化的布料，時裝設計始終要落
實到生產才足夠立體，但本地設計師的優勢是
敏銳的時尚觸覺。」他說。

「紅白藍」系列新搞作
設計師黃炳培則運用了本地常見的紅白藍塑

膠袋顏色，製作他的代表作「紅白藍」的「回
到未來/紅白藍瓶子」系列，向Alessi和Alessan-
dro Mendini致敬的同時，更將其昇華並化成讓
人驚喜的設計。從開始到現在，十五年過去，
他為紅白藍重新賦予意義，轉化成象徵香港精
神的標誌，讓本來平平無奇的紅白藍，創造出
富時代感、奢華卻實在的作品。他透露，製作
一個紅白藍瓶子需時約兩星期，每件作品的物
料都需要精準的計算，把物料剪裁再逐塊重疊
後成為作品，可見製作一件作品是十分考驗耐
性。

他認為，整個本地設計行業尚有巨大發展空
間，年輕設計師應擺脫對西方設計的盲目崇
拜，在日常作品中多添加具本地特色的元素，
做出獨具個人特色的作品。他稱自己除創作
外，將大量時間專注於教育和慈善，「年輕
設計師首先需要明白的是創作的方向和意
義，而非在傳統教育中單純提升能力。」

展品與觀眾互動
場內的展品不只作單純的展覽，是次設

計展更與眾不同的是可供觀眾使用，不
再只是一個「眼看手勿動」的展覽。透
過作品與觀眾的互動，令觀眾更能明白
作品設計的意念。例如展覽內可供市民
休息的木製「變形金剛屋」，其實這是
設計師張智強的作品，名為Furniture
home，他把多種傢具組裝而成這蝸居
設計，破格詮釋壓縮的生活空間。讓觀
眾坐在Furniture home休息時，更能體
會到這蝸居的設計理念。
另一個矚目點，必定是場內的一個茶

檔。這是設計師利志榮特別利用上釉技
術和3D打印技術等鑄造的茶杯的集中
展示，茶檔每個周末更會在展覽館內使
用茶具作品示範泡茶，觀眾可即場品
茶，細味茶香。
當觀眾進入到展覽館內唯一一間房間

時，會發現到房間內吊着兩個大型展品，
大得像恐龍般，讓人震撼萬分！這是來自
於吳燕玲與藝術家黃卓建的跨界合作創
意，結合傳統紡織品和創新機械科技。當
觀眾接近展品時，展品上的智能布料吊燈裝
置會隨即打開，更會因應人流接近而改變形
態和亮度，恍如有生命的生物般，為展覽增
添色彩。觀眾們可親自體驗，探索這嶄新互動
的裝置魅力。

「「ConfluenceConfluence．．2020++」」設計展設計展

集聚在地特色創意
集聚在地特色創意
設計，一向充滿創意，有時候設計者突發奇想的點子，除了令人們對

其作品感到讚歎外，更可便利人們的生活，為生活增加些許趣味。當設

計者在大膽創新的作品中加入具香港本地特色的元素，更引起港人共

鳴，令人反思到原來我們不知不覺間在生活中制定了框架，若我們打破

這些框架，會發現到，其實我們的生活也可以很創新。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實習記者 張美婷

攝：張岳悅

可能有人會
認為設計師的作
品大膽創新，很
難成為生活中會
使用的成品，但
是次設計展中，
部分的展品已投
入生產，務求把
設計師的創意貫
通在生活中。以
James為例，他
所設計的Alpod

已進入生產階段，在未來更
會興建全世界第一座Alpod
大廈，讓James的設計夢成
真。
而另一設計師Stanley坦

言，在設計紅白藍作品的初
期並不被人看好：「別人會
跟我說紅白藍圖案很低廉、
不成大器，更說作品難以走
出國際而叫我放棄，但我
並沒有理會他們，堅持創
作，因為我希望透過作品
向香港人帶出正面積極的
態度。」Stanley堅毅不
屈的精神令他的紅白藍
系列持續創作了多年，
更曾代表香港參加威尼
斯雙年展。可見，設計
並不只是夢，堅持
會令夢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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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聲前的廣彩戶外系列由刺繡和多功能作品盧聲前的廣彩戶外系列由刺繡和多功能作品
組成組成。。

■■參展設計師和一眾嘉賓在開幕儀式中合影參展設計師和一眾嘉賓在開幕儀式中合影。。 主辦方提供主辦方提供

■■ElaineElaine的展品將傳統紡織品和創新的展品將傳統紡織品和創新
機械科技結合機械科技結合。。

■■又一山人的又一山人的「「紅白藍紅白藍」」系列又有系列又有
新延伸新延伸。。

■■JamesJames將將AlpodAlpod與港式燒味與港式燒味、、籠屋籠屋、、理髮舖理髮舖
等結合等結合。。

■■AmyAmy在策在策
展時融入本展時融入本
地元素地元素。。 ■■FreemanFreeman的設計從街頭字體設計到城市精神的設計從街頭字體設計到城市精神。。

■■唐獎教育基金會執唐獎教育基金會執
行長陳振川行長陳振川（（右二右二））
來港分享唐獎的起源來港分享唐獎的起源
及發展概況及發展概況。。

朱慧恩朱慧恩攝攝

■■美國著名漢學家狄美國著名漢學家狄
培理培理（（William TheoWilliam Theo--
dore de Barydore de Bary））為第為第
二屆唐獎漢學獎的得二屆唐獎漢學獎的得
主主。。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