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時發佈】 

高清圖片請於此連結下載。 

 

HKDI Gallery 呈獻「超越 100：與 Lab4Living 一同改造設計，展望未來」展覽  

 

首個由知名設計研究團隊 Lab4Living 打造於香港的展覽， 

以設計營造超越長命百歲的宜居及平等世界 

 

 
「超越 100：與 Lab4Living 一同改造設計，展望未來」將於 2022 年 11 月 12 日開放展覽 

 

（香港，2022 年 11 月 10 日）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HKDI）與英國雪菲爾哈倫大學屬下的知名

設計研究團隊 Lab4Living 合作，於 HKDI Gallery 舉行「超越 100：與 Lab4Living 一同改造設

計，展望未來」展覽，為 Lab4Living 首次在香港舉辦的展覽。 

 

全球人均壽命延長，如何支援人口老化，已成為每個人，尤其是設計師迫在眉睫的難題。隨著

人們對以人為本的設計理念，以及迅速、高效的解決方案的重視與日俱增，這次展覽探討設計

如何滿足人們不同年紀的需求和期望。展覽鼓勵觀眾反思公民責任，以及如何利用突破陳規、

高科技的設計，以回應持續改變的社會環境和需要。 

 

展覽由 Lab4Living 副教授陳焜文博士策劃，透過五個不同主題，展示 Lab4Living 多元廣泛的研

究方法、形式與方向。展覽出作品突顯設計及設計研究具有強大的潛力，從不同視角探索世界，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l8XQ5VVh2iC4smGMchrJoaLnW1ufHfRI?usp=share_link


 

亦能改變我們的生活模式，為身心健康帶來正面、持續的影響，令生活變得更美好，推動人類

邁向繁榮的未來。 

 

HKDI 院長王麗蓮博士表示：「雪菲爾哈倫大學是 HKDI 的重要學術伙伴，我們非常榮幸能與

Lab4Living 合作舉辦是次展覽。Lab4Living 的設計研究方式展示了，設計是如何顧及我們人生路

上的各種需要，並讓設計應用創造安全可靠。這次展覽定能激發年輕一代設計師的創意，並鼓

勵我們的學生繼續努力，設計優秀的作品以提升人類身心健康。 」 

 

至於展覽作品的涵蓋範疇，Lab4Living 總監 Paul Chamberlain 教授表示：「這些展品充分表達

Lab4Living 如何透過設計提升長壽世代的生活質素。作品呈現多元設計方案，並強調問題與答

案同樣重要，並展示參與及合作的重要價值，人們對包容及可持續的需求，以及符合文化及環

境要求的解決方案。」  

 

透過設計展望超越 100 歲的未來生活 

展覽分為 5 大主題，觀眾可以從中認識 Lab4Living 採用的多元廣泛的研究方法、形式與方向，

並感受到設計、設計研究的力量，及其如何改變生活，為生活帶來正面影響。觀眾更可從中認

識到疫情反覆多變的狀況下，設計師如何以創意應對及適應。 

 

 
新冠疫情下，「 擁抱衣」的設計解決了因保持社交距離所引發的孤獨感。 

 

在創意的挑戰主題中，展品挑戰和打破了設計常規的界限，更探討公民科學的定義，將藝術與

科學聯繫起來。由 Chamberlain 教授設計的「家庭診所──秤稱體重椅」，啟發人們重新思考

未來醫療向在家護理的發展。用家只需坐在「家庭診所──秤稱體重椅」上，便能輕易了解自

己的體重，讓長壽生活更輕鬆。 

  



 

 
未來醫療逐漸從醫院護理向家庭護理的轉移，「家庭診所──秤稱體重椅」探討了這種轉移對

於健康干預措施文化和實踐的影響。 

 

簡樸設計與可持續性主題中的展品，示範了如何以高效率的設計方案、低成本的方法，造福社

區。展品「玩樂耕種」已在印度的學校和社區應用，將小朋友使用遊樂場設施時所產生的能量，

轉化並用於培植水耕及傳統栽種的農作物。 

 

 
「玩樂耕種」是一個遊戲及鍛鍊設施的系統，能將使用者的身體活動能量轉化，用於培植各種

水耕和傳統方式栽種的作物上。 

 

在生命階段的過渡主題中，展品讓觀眾意識到享有長壽時，亦要需要面對更多影響生活質素的

挑戰和轉折。因此，設計干預式措施是一種與人們合作探索有效的方法，從而繼續維持良好的



 

生活質素、參與有意義的活動、保持與社區的聯繫等。「失智之旅」是研究團隊與認知障礙症

患者合作開發的項目，患者分享了他們對繼續參與日常生活、就業以及學習新事物的重要性。 

 

「失智之旅」透過建立自信及鼓勵積極解決問題，支援認知障礙症早期的患者 。 

 

在數據收集與呈現主題中，展品運用創意，令人們對經歷注入新見解，又通過視覺和觸覺手段

表達及傳遞數據，及帶起話題。展品「列印我的痛──慢性疼痛體驗、表現和闡述的視覺化」，

便透過創造數據物件，讓年輕人探索及理解自己的「痛苦語言」，並用它與其他人溝通交流。 

 

 
「列印我的痛──慢性疼痛體驗、表現和闡述的視覺化」解釋和量化 

青少年所遭受的慢性疼痛。 

 

醫療保健的設計研究主題則說明醫療保健服務方案及產品，如何可以改善醫療保健服務的體驗

和身心健康，維持病人尊嚴。「口腔健康」旨在通過探索世界各地的人們對口腔衛生的不同看

法和經歷，以提升口腔衛生知識的普及度。 



 

 

「口腔健康」項目在疫情期間建立與使用者互動的新方式， 

展示了設計如何應用反思和想像力。 

 

「 超越 100：與 Lab4Living 一同改造設計，展望未來」（免費參觀） 

展覽日期： 2022 年 11 月 12 日至 2023 年 2 月 26 日  

展覽開放時間： 上午 10 時 – 下午 8 時 

（逢星期二、11 月 27 日、12 月 4 日及 11 日休館） 

地址： 香港新界將軍澳景嶺路 3 號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Experience Centre  

（港鐵調景嶺站 A2 出口） 

網站：  https://www.hkdi.edu.hk/tc/hkdi_gallery/gallery.php?product_id=240  

Facebook 及 Instagram: hkdi.gallery 

查詢詳情： 3928 2566 | hkdi-gallery@vtc.edu.hk  

 

所有進入院校設施的訪客，必須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出示「疫苗通行證」的「藍

碼」。 

 

- 完 -   

此新聞稿由 5ives Communications代表香港知專設計學院（HKDI）及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

李惠利院校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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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查詢，請聯絡 5ives Communications:  

 

Sandra Gao Tel: +852 3104 0525 / 

7072 2863 

Email: sandra.gao@5ivescommunications.com 

Kiki Fung Tel: +852 3104 0525 / 

9872 4329 

Email: kiki.fung@5ivescommunications.com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及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李惠利院校): 

Jacky Fu Tel: +852 3928 2993 Email: jackyhei@vtc.edu.hk  

Irene Tang Tel: +852 3928 2702 Email: irenetang@vtc.edu.hk  

 

 

關於香港知專設計學院（HKDI）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HKDI）為 VTC 機構成員。HKDI 於 2007 年成立，旨在成為卓越的設計院校，

提供具國際水平的設計教育及持續進修課程，包括建築、室內及產品設計、傳意設計、數碼媒

體，以及時裝及形象設計，為創意工業培育優秀的設計人才。學院採取「思考與實踐」的教學

理念，透過多元化的設計課程，加強學生對文化及環保的觸覺，促進跨學科的融匯交流，以啟

發學生的創作思考。學院與業界保持緊密聯繫，透過與設計業界合辦的項目及實習計劃，讓學

生獲取工作經驗，同時積極為學生提供海外交流的機會，拓闊國際視野。  

網址：www.hkdi.edu.hk  

  
  

關於 HKDI Gallery  

隸屬香港知專設計學院（HKDI）， HKDI Gallery 是個充滿活力的展覽空間，致力於展示頂尖的

國際設計展覽和當代設計議題，支持 HKDI 成為亞洲的設計教育重鎮，並於香港積極推廣設計

文化。  

 

HKDI Gallery 與海內外不同單位合作，如國際知名博物館、設計師、策展人等，以當代設計為

議題，每年舉辦一系列涵蓋平面設計、建築、時裝、產品設計及多媒體等類別的頂尖展覽，包

括 Zaha Hadid Architects 展覽、西班牙國寶級建築師 Rafael Moneo 回顧展、日本知名設計師藤

原大個展、奧斯卡獎得主葉錦添個展、香港著名設計師靳埭強個展、德國工業設計師

Konstantin Grcic 亞洲大型個展，以及二十世紀日本海報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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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舉辦各種國際展覽，HKDI Gallery 化身成教育場所，讓修讀設計的學生、設計界人士和大

眾共聚於此，從大師作品中學習，並藉由量身定制的導賞團、講座和小組討論等活動與學院內

外人士積極互動交流。 

網址：www.hkdi.edu.hk/hkdi_gallery  

 

 

關於 Lab4Living 

跨學科研究團隊 Lab4Living 位於英國雪菲爾哈倫大學。成立於 2007 年，是歐洲其中一個最早

創立的生活實驗室。我們的團隊以藝術及設計、專職醫療、科學及人文專業知識，回應現實世

界中影響我們身心健康的問題，希望研發出相關產品及服務，或提出干預措施及對未來展望式

計劃，藉此促進人類生活發展。  

 

Lab4Living 在實踐方面的研究有公認良好的記錄。在英國最新的研究評估中，它的研究影響和

環境方面再次獲評為 100% 世界領先或國際優秀級別。 Lab4Living 進行的研究加強新一代適合

個人長期生活所需的產品發展。 這些產品有助維持病人尊嚴和獨立，以提高漸凍症、癌症和

認知障礙症患者的生活質量。 

 

Lab4Living 迄今為止參與了 150 多 個研究項目，合作的學術、醫療及社區機構超過 80 個，覆蓋

15 個國家。2011 年， Lab4Living 首度舉辦 Design4Health 國際論壇，旨在支持健康設計領域在

全球的發展。另發行全新國際期刊《Design for Health》，當中發表的文章均經過同儕評閱。作

為英國雪菲爾哈倫大學設計碩士教程的一部分，全新碩士課程「Design for Health」將於 2023

年秋季開班。 

網址：lab4living.org.uk 

 
 

關於英國雪菲爾哈倫大學 

英國雪菲爾哈倫大學是英國最大、最多元化的大學之一，在全球擁有 30,000 多名學生、4,000 

名教職員工以及 280,000 多名校友。 

 

大學的使命是改善生活。 英國雪菲爾哈倫大學為來自不同背景的學生，提供獲得技能、知識、

經驗的機會，以助他們取得成功。 

 

http://www.hkdi.edu.hk/hkdi_gallery
https://lab4living.org.uk/


 

它作為英國最大、最先進的大學之一，其教學、研究和合作夥伴關係亦有其獨特之處——關注

現實世界的影響，解決當今社會面臨的健康、經濟和社會挑戰。 

 

英國雪菲爾哈倫大學的研究專注為現實世界的問題發展創新、實用的解決方案，並重點關注三

大影響領域：推動未來經濟、實現更健康的生活和建立更強大的社區。 其研究人員亦為二十

一世紀的問題提供領先的解決方案。 

網址：www.shu.ac.uk 


