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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未来会是怎样？ 

疫后世界变幻莫测，⼈类前所未有地需要⼀个新的开始，⽽未来我们需

要驾驭的是⼀种全新的思维、果断的领导⼒与跨界协作的协作创造⼒。 

 

在这份报告中，我们将探索塑造了出我们的⽣活体验，并在过去经历了

不同变化的⼋⼤范畴。这包括品牌活化、幸福未来、创意思维与创新领

袖才能、⽂化与都市、设计智能未来、款客旅游新思维、新都市模式，

以及实体数字化世界。 

 

当全球商业领袖筹谋如何⼤展拳脚之际，我们更需要凝聚各⽅⼈才，找

回信⼼和创新的⼒量，  与来⾃各界的企业家、创意⼯作者及设计师开启

重新思考、重振与重启之旅，探讨如何转危为机，活⽤⼈本设计与科

技，应对急速变化的世界所带来的挑战，并在不同领域实践崭新理念，

重写、重设与重建我们所期盼的可持续未来。 

 



品牌活化

幸福未来

创意思维与创新领袖才能

⽂化与城市

设计智慧未来

款待业经营之道

新都市模式

实体数字化世界

此趋势报告由⾹港设计中⼼及睿创传讯共同编写。

⾹港设计中⼼为于 2001 年成⽴的⾮政府机构，担当⾹港特别⾏政区政府的策略伙伴，

以推动⾹港成为亚洲区内享誉国际的设计之都为⽬标。公共使命是推动社会更⼴泛和具

策略性地运⽤设计及设计思维，为业界创造价值及改善社会福祉，旨在推动⾹港成为亚

洲区内的国际设计中⼼。查询详情，请浏览 www.hkdesigncentr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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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kdesigncentre.org/zh-chs/
https://www.catchonco.com/zh/
http://www.hkdesigncentre.org/zh-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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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活化
品牌如何保持与时俱进？令⼈兴奋的品牌，该具备哪些特质？在品牌活化的过程中，坚韧
的特性有多重要？品牌怎样去传达远⼤的「⽬标」？零售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最成功和令⼈兴奋的品牌有这些共通点：清晰、⽬标为本的叙事能⼒，以及能够与时俱进、应

对变幻莫测的市场环境的能⼒。决策者和持份者正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新⽅向，影响各⾏各业。

在这个创意爆发的时代，⽆论是设计理念和创新物料、有价值的⽂化主张、可持续⽣产以⾄灵

活的商业模式，都正在改善⼈⺠⽣活品质。

对同业影响深远的品牌，具备各种备受⻘睐的优越条件。当中包括惹⼈注⽬的视觉形象、品牌

极⾼的信⽤度及知名度、⻓袖善舞的杰出领袖、不仅为⽣存⽽订⽴的⻓远愿景、⼀句引发共鸣

的宣⾔；为品牌创造舆论可能是资深市场推⼴者的任务及⽣存之道，像借助⽹络红⼈造势，但

当透过媒体报导及⼴告宣传后获得⼝碑，到底最终是什麽令品牌在客⼾留下深刻印象的，亦已

难以确定。

品牌使命  − 或者是背后存在价值  − 通常是定义⼀家企业如何别树⼀格的要素，让对象有共

鸣。在今天的氛围，该正视的问题是：客⼾真正关切什麽？问卷调查显⽰，对於影响地球环境

的⼀些因素，很多客⼾对品牌的取态⽐想像中更为关注：从可持续⽣活到「碳中和经济」，以

⾄⿎励多样性、平等与共融的理念。⻨肯锡（McKinsey）的⼀份报告指出，达三分之⼆的受

访客⼾认为减缓⽓候变化的影响是他们的重要考量：当中  67% 受访者购物时会关⼼制造物料

的可持续性；63% 受访者则指出，以可持续性作品牌宣传，让⼈觉得更与别不同。重振品牌声

望，提升地位并扩⼤客⼾群，不仅单靠意⻅领袖就能成事，品牌更要⾔⾏⼀致、表⾥如⼀。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retail/our-insights/survey-consumer-sentiment-on-sustainability-in-fash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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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未来
颠覆⽬前医疗保健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如何令社会更共融，改善⻓者们的⽣活体验？幸

福⽣活是否夸⼤其词？未来医院将运⽤怎样的创新科技？

新冠疫情依然肆虐，⽽显然这不会是最後⼀场的全球健康危机。在这前提下，银龄化社会相关

的健康与福祉设计更需要彻底改⾰。从城市的居住环境、⽣活⽅式以⾄⻝物，我们⽣活的各个

⽅⾯都需要更深层次的创新，以保障⼈类未来的健康。现在正是时候从以⼈为本的综合设计、

科技和服务的⻆度重新诠释未来健康与福祉。

我们迈进了医疗保健的崭新时代。在这个艰难时刻显得更为迫切，科技正以更多不同途径去改变

整个产业。由经济学⼈智库编写的《The Future is Here》，指出未来的医院会更倚重机器、⼈
⼯智能及其他数字化科技，结合软硬件的交互运⽤，让医保专家在物理与精神层⾯上的诊治⼯作

更趋⾃动化。

在遥距医保的领域内，远程医疗的⽔平进步神速。⾃  2001 年，世界上⾸个远程⼿术成功进
⾏，在疫情催化下，遥距医保经历⻜跃式进步，亦让很多潜在病患者避免了不必要的⾈⻋劳顿

到医院接受诊治，预防性医保亦同时受惠。不再只流於空谈，健康产业逐步成⻓并成为世界上

令⼈注⽬的⼀⼤产业，据  Global Wellness Institute 指出，该巿场现估值达到$4.5 兆美元  −  
众多范畴包括传统与辅助药物、预防性及个⼈订制药物、公众健康、精神医保、养⽣旅游及物

业等。改善健康、营养、睡眠及精神⾯貌仅是这个蓬勃⾏业的⼀些诱因。数码装备像智能健⾝

⼿环，及像  Headspace、Calm 这类冥想移动应⽤程序，令到更⼴⼤群众能轻易接触到更亲⺠
的养⽣之道。

与⽼龄⼈⼝问题相辅⽽⾏，让变⽼成为⼀个正⾯的体验，同样应被重视。像⾹港这样先进的地

区，虽然医疗保健系统已称得上相对⾼效，但⻓者与往⽣服务还是需要更多的想像空间与同情

之⼼。医疗保健正迎来丰沃机会，能变得更全⾯、共融及⼈性化。

https://thefutureishere.economist.com/healthcare/
https://globalwellnessinstitute.org/what-is-wellness/what-is-the-wellness-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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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思维与
创新领袖才能
企业顶尖精英要如何更有效地去启迪和带领团队？怎样才能确保企业前景⼀⽚光明？如何

将创新思维付诸实⾏？

从⽓候变化到不平等的全球挑战，这些难题继续阻碍各地经济、城市、企业和⺠⽣发展。著名

建筑师、设计思维⼤师、商界领袖和教育家将聚⾸⼀堂，透过他们的崭新思维和设计宣⾔，提

⾼公众意识、唤起同理⼼，并秉持有意义的变⾰。

 
在经历过诸如疫症⼤流⾏的灾难级事件后的新常态下，当领袖已经不像以往那么简单，除了讲

求识⻅及软硬技能兼备，更需要⼀份勇⽓、包容及创意思维去筑构夹缝。对很多⾏政⼈员⽽

⾔，疫情就像个警⽰让他们及时觉醒。除了要确保公司收⼊稳定外，顶级管理⼈员接到迫在眉

捷的指令，要为员⼯⽣活保障及⼯作稳定谋福祉。

 
伴随疫情的纷扰不息，其他核⼼问题的出现，对加快创新与提⾼效率带来持续挑战。领袖们要

⻢上⾏动以回应社会⼴泛诉求，以零碳排⽬标及其他环境承诺去应对⽓候变化，对⼤⼩企业⽽

⾔同样是⼀项谈何容易的壮举，但引起客⼾共鸣的如此倡议却有其必要。

 
世界对出⾊领袖才能的认知某程度上已然改变。当谈到成功商业转型及危机管理，那些依然是

业内领先的领袖有不少值得分享的过⼈之处：本着同理⼼对企业内外的沟通能⼒、以透明架构

去筑构信任及展⽰创新思维。



⽂化机构是建构我们⽂明⽣活的重要元素。当谈到城市脉搏时，我们从博物馆、图书馆和古迹

遗迹中，寻找活⼒和宜居的脉络。

诸如此类的⽂化机构除了收藏具历史、美学价值，以⾄连系古今的物件之外，亦是⼀个城市的

本⼟⽂化之栖息地，并令定义⼀个城市的⾝份变得有迹可寻。设计⼤师和⽂化倡导者聚⾸⼀

堂，激发共同创造，交织我们珍视的⼈⽂价值、历史遗产与创新思维，证明最佳、最具创意的

城市伴随着⼈们的愿望成⻓，并尊重过去智慧。

随着全球疫情肆虐，⼈们开始对博物馆以⾄整个艺术⾏业的未来作出推测。根据  Gensler 建筑
师事务所的报告指出，博物馆——原本就是以社区为重⼼及为娱乐⼤众⽽设计，但它们将会更为
普及，吸引更⼴⼤群众，藉此加强当地社区参与度，并扩⼤其影响⼒。该报告还指出，博物馆

将会更受欢迎。在吸引公众参与⽅⾯，博物馆将会在传统与⾰新、更适合城市万变氛围的⽅法

之间取得平衡。

随着  M+ 正式开幕——我们这个期待已久的的西九⽂化之核⼼重点，或能让⾹港初尝⼀股⽂化
的新体验。M+ 由全球知名的建筑师事务所  Herzog & de Meuron，联合  TFP Farrells 和奥雅
纳⼯程顾问共同设计。M+ 藏品系列由约  1,500 件作品組成，涵盖来⾃⾹港、⼤中华区、亚洲
以及世界各地的卓越馆藏，当中包括视觉艺术作品、流动影像作品、设计品、建筑项⽬、档案

藏品。正如纽约⼤都会艺术博物馆总监  Max Hollein 接受  Artnet 的访问中指出：「我确切地
相信实体经验对博物馆来说将愈来愈重要，并具有其影响⼒。博物馆不仅有意义地扩张实体空

间，同时也透过数码和智能的渠道，连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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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城市
未来的博物馆将会是怎么样⼦？⽂化机构如何和社区作互动？哪些元素能打造既真实⼜难

忘的体验？艺术⽣态圈将如何转变并开拓空间，容纳更多元声⾳？

https://www.gensler.com/gri/museum-futures
https://news.artnet.com/art-world/future-of-museums-andras-szanto-1934142




设计智慧未来
打造智慧城市要付出代价吗？⼈⼯智能可否⽆缝衔接我们的⽣活？未来数年的发展⼤势⼜

会是怎样？追求⼈性化⼜会过时吗？

⼈⼯智能与物联⽹的兴起，彻底改写了未来⼯作和出⾏的⽅式。如今，我们活在⼀个正在极速

实现⽹络⽆缝连接、⾃动驾驶和智能⽣产的世界。从杰出设计师及创新企业家⾝上，我们可⼀

窥综合设计与科技如何合⼒塑造和改变我们的城市、经济和⽣活。

创意⼯作者正致⼒将⼈⼯智能融⼊设计的每个细节之中，务求超越固有的体验，并改善⽇常的

各种流程。就如今年的东京2020奥运会上，就有⼀队机械⼈在禅院的沙池上游⾛作画，画出图
案。这或许看来像公共装置艺术，实情这班「恒常⼯作的园丁」所画的沙画作品，是经过分析

历届奥运会的相关⽚段后，转化成的150幅图案，以象徵这届盛事中发⽣的⼀点⼀滴。

那边厢，在地球另⼀端的美国加洲，艺术中⼼设计学院 (ArtCenter College of Design) 的学⽣
就在该校举⾏的第四届虚拟古董⻋展中得以⼀⻅ NIO 最新研发的电动⻋。这款电动⻋的划时代
之处，在於其内置的虚拟驾驶拍档  Nomi。它除了可以为⻋辆导航，更是世上⾸款可与驾驶者
建⽴情感联系的⻋内⼈⼯智能。这款电动⻋的⾯世，⽬的是将⻋辆由单纯的交通⼯具，打造成

可移动的⽣活空间，⽽这功能亦令电动⻋不再只是⼀种可代替司机作⽆⼈驾驶的出⾏⼯具。

以上两种创新发明既展现了智能设计的转变，亦呈现这些发明除了可令⽣活变得更简单，还能

够与使⽤者互动，唤起情感反应。⽬前，创意领袖正活⽤⼈⼯智能等⼯具，积极尝试以更简便

快捷的⽅式，与⽤家建⽴更具意义的关系。显然，没有数据的配合，智能设计可谓⼀⽆所⽤，

⽽设计师亦需要利⽤数据不断改善和完善设计。通过运⽤科技，⼈⼯智能可协助分析和过滤⼤

量有价值的数据，⽅便设计师获取改良设计的灵感，并⼤⼤减轻他们的⼯作量。⽽这种技术将

协助共创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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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allpaper.com/art/the-constant-gardeners-jason-bruges-studio-tokyo-2020-olympics-art-installation
https://www.toptal.com/designers/product-design/infographic-ai-in-design
https://www.toptal.com/designers/product-design/infographic-ai-in-design


款待业经营之道
好客与奢华的定义是否改变了？沉浸式体验在今时今⽇指的⼜是甚麽？可持续⻝品系统会

愈来愈普及吗？

在疫情下⾸当其冲、受挫最严重的，莫过於款待业。这⾏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必要且⽆

可避免地要重新思索⾏业的⽣存之道。当可持续款待的概念仍在冲击这⼀⾏业，拥抱⾃然、多

元⽂化、⼈⽂因素与环保倡议亦逐渐成为体验式服务中必不可少的设计重点。

由宵禁、社交距离措施，到裁员及有限度停⼯停业，全球的酒店、度假村、餐厅等款待⾏业可谓

吃尽了苦头。重塑款待业⽣存之道的推动⼒，来⾃新的消费者需求，以及消费者对个⼈健康、安

全及安⼼的关注。德勤发表的《The Future of Hospitality》报告书就指出，消费者重拾旧有习
惯的步伐可能⾮常缓慢。

疫情来袭催⽣了令⼈陌⽣的新兴发展。⾮接触式款待乍看虽然有点⾃相⽭盾，但随着宾客对理

想旅程的期望不断有所变化，推动数字化服务创新便显得最为重要。

跟诸多⾏业⼀样，随着消费者的环保意识不断提⾼，可持续概念已成为酒店和餐饮业的⾸要考

虑。单纯⿎励减少使⽤即弃餐具显然已不⾜够。宾客对酒店和餐厅抱有更⾼且深层的期望值，

希望它们的运作模式能对地球有正⾯影响，如「再⽣旅⾏」⼀类的流⾏语便因此应运⽽⽣。由

建筑师及室内设计师  Bill Bensley 发表的  2020 ⽩⽪书中指出，明智的可持续发展⽅案应包括
三⼤核⼼⽀柱：具确切⽬的兴建酒店、具备地⽅思维及可持续性的概念，以及兴建时适切关注

能源效益。

可持续⻝品系统在亚洲以及全球愈趋盛⾏，⼀些厨艺界及餐饮业先驱皆希望在这领域占⼀席

位。美国纽约市的⽶其林三星餐厅  Eleven Madison Park 是位居「世界  50 最佳餐厅」榜单多
年的常客，最近破天荒地推出素⻝菜单。亚洲亦出现了诸如  Zero Food Print Asia 等的倡议企
划，透过推动当地餐厅⼀同改⾰粮⻝系统，藉此「创造新常态」应对⽓候变化。随着世界各地

正逐步复苏，疫后重塑顾客体验的过程⼜会带来甚麽新想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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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ca/Documents/consumer-industrial-products/ca-future-of-hospitality-pov-aoda-en.pdf
https://www.hospitalitynet.org/opinion/4101081.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0/08/27/travel/travel-future-coronavirus-sustainable.html
https://www.bensley.com/media/sensible-sustainable-solutions/
https://www.nytimes.com/2021/05/03/dining/eleven-madison-park-vegan-men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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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都市模式
未来的城市到底会是怎样？建筑环境的设计如何可更具可持续性呢？在新常态下，建筑师

⼜⾯对着甚麽挑战呢？

⽣活质量和尊重⼤⾃然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标。成功的建筑项⽬应体现城市繁荣、可持续实践

和⼈类福祉，更应融合交通⼂经济和以⼈为本的设计，应对⽇益增⻓的城市化挑战，并重新定

义令⼈向往的宜居城市⽣活⽅式。

 
坊间有关城市设计的韧性与未来可能性的讨论⽐⽐皆是。毫⽆疑问，疫情彻底地颠覆了⼤众对

城市空间密度和城市化的看法，同时缔造机会让我们思考应如何重新设计我们筑建的环境，以

解决那些正陆续浮现，以及⻓期困扰着整个世界的深层次问题。封城、居家⼯作等政府的强制

防疫措施，揭⽰了社区与社群⽣存能⼒的重要性。当有数以百万⼈留守家中抗疫，此时社区的

绿化空间对保持⼤众⾝⼼健康⽅⾯就显得尤其重要。

 
将城市空间回归⾃然是其中⼀个想法。世界经济论坛将这概念定义为「将⼀处地⽅回归其原始、

未被开发的状态，远离以往⼈类惯常透过控制，和管理⼤⾃然以满⾜⼈类需求的⼀贯做法」，⽽

这概念可藉由利⽤空地建设公园、导⼊「亲⾃然设计」等⽅法体现。美国耶鲁⼤学的研究发现，

沉浸在⼤⾃然是缓解压⼒的良药，不同的城市和企业亦意识到都市⼈对绿化空间的渴求。新加

坡、英国诺定咸、中国哈尔滨等地在这⽅⾯可谓领先全球，其他城市⼜能仿效吗？

 
别具创意的地⽅营造，或善⽤基於艺术和⽂化的策略去推动社会改变和改善建筑环境，是重新

构思我们的社群和城市的另⼀种有趣⽅式。透过让不同领域的夥伴参与其中，地⽅营造除了可

以令社区转化成具美观性及⽂化内涵的场所，亦能推动本地⽂化传承和可持续发展。

 
集结设计、建筑及城市规划界别的各领域专才，让创意集腋成裘，我们的未来城市可同时成为

安全、具持续性和活⼒的地⽅。当各⽅真诚协作，就能发挥⽆限可能。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1/06/8-cities-rewilding-their-urban-spaces
https://e360.yale.edu/features/ecopsychology-how-immersion-in-nature-benefits-your-health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1/06/8-cities-rewilding-their-urban-sp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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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数字化世界
究竟元宇宙（METAVERSE）会否完全改变我们所认知的数字世界？客⼾体验⼜可如何

改善？当中尚能有何突破呢？

Z 世代⽣活在虚拟现实中，物理和数字世界之间的界线⽇渐模糊。借助⼈⼯智能和  5G 的创
新、  ⾮同质化代币（NFT）的热潮，虚拟与现实的融合正以元宇宙的形式，挑战现有⽣活体验
和经济活动。站在这股创新热潮，前沿的⾏业先驱在预测元宇宙将如何发展，⽽随着游戏和娱

乐世界为我们的新数码现实奠定基础，创意领袖和设计师正试着迎接挑战，在虚拟与现实并存

的环境中迈步前⾏。

 
为了满⾜这些需求，企业以⽐以往快⼆⼗七倍的速度，极速推动着线上和数字化服务的发展。

这不只限於电⼦商贸，如今市场营销的⼤势正遂步向实体数字化的领域推进，以求应对让品牌

与客⼾建⽴⻓期联系这⼀⼤挑战。

 
正当世界都放眼  Z 世代的市场，竞争亦愈来愈激烈，零售商纷纷寻求传统以外的新体验，让消
费者沉浸在「扩展现实」的世界中。综观各⾏各业，AI 客服、时装店的虚拟试穿体验、让学⽣
可跳出课本学习的⽹络教室，或者是  Fintech ⾦融科技及⽹络银⾏服务等的兴起，都是活⽣⽣
的应⽤例⼦。这些新构建的增值体验，⼤⼤提升了⽤家和客⼾的⾃⾝体验，⽽数字科技的应⽤

亦令交易从此变得更⽆缝和个⼈化，填补了现实世界的鸿沟。

 
为了打造更佳的数字化体验，创意⼈员亦在这场运动中占⼀席之地，不断在钻研策略和论述⽅

式，以开拓新的⽤⼾体验和界限。这些策略侧重内容发展或设计，或两者兼重。将娱乐、内容

和数据收集三者结合起来，被普遍认为是当中的⼀⼤关键策略，⽽同时实现这三者最明智的⽅

法，⼤概是透过在虚拟游戏、应⽤程式和社交媒体上都被⼴泛应⽤的「⽤⼾衍⽣内容」⽅式。

 
很多⼈的⽣活已跟数字化世界密不可分，以往被视为临时的应急⽅案，如今已变成永恒的现

实。

https://www.cmswire.com/customer-experience/online-in-store-get-ready-for-the-era-of-phygital-shopping/
https://cybernews.com/editorial/lets-get-phygital-the-convergence-of-physical-and-digital-worlds/
https://www.forbes.com/sites/sap/2018/08/13/learn-how-a-phygital-strategy-can-help-grow-your-business/?sh=2380c29077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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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营商周2022

⾃2002年以来，由⾹港设计中⼼主办的设计营商周  (BODW) ⼀直是

亚洲⾸屈⼀指的国际年度盛事，全⾯探索设计、创新及品牌趋势，汇聚

⾹港及海外的精英设计师和企业家，与环球观众分享真知灼⻅，推动与

设计及创新价值相关的讨论。

设计营商周由⾹港设计中⼼主办、⾹港贸易发展局协办，主要贊助机构

为⾹港特别⾏政区政府「创意⾹港」。

1 1⽉28⽇  -  12⽉3⽇

成为bodw+会员，浏览国际设计精英及创意⼈才的精彩内容，⽴即到
bodw.com免费注册。

追踪我们的社交媒体以获得最新资讯：  Facebook (bodw+),
Instagram (@bodwplus), LinkedIn (bodw+) 及 微 信

(BODW设计营商周)

https://www.bodw.com/zh-cn
https://www.facebook.com/bodwplus
https://www.instagram.com/bodwplus/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bodwplus/
https://d3tv83qpo3rd42.cloudfront.net/media/3euja5hn/qrcode_for_gh_b5f6ad098c44_1280.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